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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ix— This volume is an abi-idgcd translation In the Foochow 

:nlect of the First Part oi'Sheffield's Universal Histoi.}•(卷•—卷二). 

aiie WO!，k 'vas first 】 eudt?reJ into colloquial by Mr. Ling 3Juk Kek 

8nd thel) P㈣ed ufidei-the ^view of the undersigned. Very _er: 
ous reductJODs ar.d emendatioDs were made, and some additicnnl 

】贿ted. This _ done 麵 e particularly in the sections on 

〔omh Amenca and Africa. In the latter, the nin. wa8 to describe 

^lefly ^he countnes borderiDg on the seas and o釀％ amUhe 霄 
Congo Free State. 

In completion of the work, the present volume will be followea 

by another, embracing the latter pan of Sheffield's (卷三洛、ng) 

It 18 hoped that tLe,vort WiJl the cost and klor of pub- 

；n 5 \}' g!Pltly U，dllcir)g ⑽湖m oftiire amUvcvk. requied 

"°m' Eth°0ls b^'⑽如vs ㈣ scholnrs, besides bei.g uJul to 

Z~8 m n：b£r °f Pleachei'S aild of the native 

Foochow, Jnno 10,1 财, 
C. C. Bftia^vin, 



序言 、 ' 
在早好其國君學割！；、好其臣子學都載史記m乞後 

世做椟樣仪務呆其國君學桀紐呆其臣tf學也載史 
記鱧乞後世漱層戒认欲曉的一朝一,II其代總着讀者史一^伶 

者萬國通鑑氣梨國謝牧師所做氣先論創造天地萬槪都 

是由上帝其大才限以後論始祖得罪上氘連策後代仔拣仪講 
一^槪上帝降洪也滅■澗其呆仇郇氍_ 一厝八個I洪 

水拖ir跑其後氣興旺落W#其平地ff一時禮起盡大其洛意 
M剝透底居住一堆郇上帝就亂伊其口氣駛伊散各處藏發族 

落普天T,仪論萬國興既皇帝好氣以及諸凡風俗地±,仇节都 
務亂&國其认歡刊國傅混翻譯翠it教认道哩以死仪做別 

乇亀加1A其見識。 
議555】Fs*r 1 



I _身/Ip序言 / 「、二 
------—--r-.1^----. 

佾在其美部會將者萬國通鑑請_光生_吉翻譯榕脱後 
托一位牧師>再詳細看齓撮去大屯勻作上下二本付美華書局 

%p 

印 

光緒十八年五月 

V 



萬國通鑑卷一東方各國目錄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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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朝代 
第一章論中國其代 

第二章論蒙古其代 
第三章論0本其代 

第四章論印胳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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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通鑑 
m 

第一論亞當至洪水i其求o古早上^一纖天地萬物旣然 
完TV就造一男一夂名a當一^命伊住落一一園享一服仪賜伊 

權视管理地上萬物> 惜二個认受魔鬼誘龜背上帝其命就逐 
伊出園>駛以後做唐_认北？着勞苦隻務低傲諸娘认美也的的 

育、事生-W双宠,fA其命龙的務者死期於後S生二資根大名 

g細Ai^m,®r拍死，M上帝就«3,gs飄蕩落東邊 
O , V. A_ } , 7 ^UKUUIV V* 

挪得地方後six生一隻开名設說生^^自只塊起務偭 
认拜上氘後來因m隱仔鼠共劃仔孫做‘认其心漸漸離上氘 

世代變呆‘至一千七百上年上帝退悔造认落世亂剝降洪水滅 
伊一I時郇嫌剷一家拜上帝±帝就命伊做大舭共伊講剝滅世 

H < _ 



卷一引 

間挪亞就述者話共认講认都怀信過一百二十年果然降洪水 
浸—凍fAk灌留»|跑一策共着船禮所帶許俩活其七務‘ 

上#*福^^連應許伊仔孫發頂槪徧滿埤 

a後挪刨仔孫搬芄一一一平浓欲顯伊其各連免的散各藏就起 
一隻高塔許一晚上帝駛伊其口音渚亂仪駛伊散去各處亂大 

_ i V*__ Vi 7»u ii, Vi_ 

畧閃其仔、孫潑蒋亞西亞洲訇其仔孫荮落liw利加洲雅荆其 
仔鼠蔚f.icis洲。 

' • 

第二論洪水後认所做其生業o洪水後认散各處藏着曠野乳 
多的養頭生葑帳房其«梨搬去便鼠放此呌囉遊悦近山其打 

亂落平洋乳耕鼠近海Jt〔造船去各海口做生鼠因此认傍海居 
多起槪便益生意來佐在早认郇曉的用本地土1齊相換梨換 

去‘後來曉的駛金1:1鑄喇錢 1一定貨風去各處通風因將換生、 



意一日莽興旺一日 
第三論國制律法共定认品類o大凡稱做國乳着務地方寬大 

放着務文字禮儀做根本學者各族土人性本來粗俗都怀1A文 
字禮龍故此毛塊查伊其族If,伊也毛擔當成立國胍大凡认落 

世軋的着務頭I一家的的務家最幾家成做職一鄉着務甲旻 
若使務個鄕聯八m就成做齓國內也的的務國主若使出晃也着 

#元魄居多拍輸其齓漸漸滅主拍赢其齓漸漸興趑小國成做 
大亂古早時候立國大畧將擞郇論國制務_做三等一等是憑 

皇帝其旨凡臣子百姓都毛擔當違常學刊國就黾一等是國一 
內本來務律风者律刺满是g國其根本^後所立其律舐都着 

憑歡就是做皇帝也國一壤因所有新其律佩是議院 
倉憑者本律定氣皇帝毛權柄定者律佩一等是民主其齓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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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共議院官都是百姓公擧筅學刻國一樣國內法丧要緊,#哈 
百姓其4怜一_砲洲內其齓居多憑漫缔嚷良學一:國一擒g 

^3洲其齓多的共#國一樣南渺洲其眞多的共勇 
國一樣O據古早國洗认其職份務分高T,代代接1.咼其毛變 

做T,下其賣變做亂一等是祭豇專管獻祭拜神其悦娜伊後‘裔 

懼代代接氣別认毛擔當佔伊其職低二等是當晃保護國家 1二 
等是做田齓四等是做H if五等是養頭生ik將換其法良實實 

mfA望上其4下其雖然務智慧才能‘也賣升高‘國艱難振氍至 
ft,BS亂仍原故憑者呆現瓶 

第四論古早敬神明其風俗o洪水後认散各處寐莽附莽離眞 
其造化主上氣去拜受造其节學者日見星鼠山瓜風If雷雨等 

等胍猶太國拜上氘仪務聖經代代相傳許裏務詳細說眞上帝 



其化別國认不止毛拜上氣去拜受造其七並且胡思亂想if出 
許個邪_綱银連潇渺將樣顯赫烕露因此起廟竽塑偶像日日 

跪苑早日撼二國其仇供好果私連创頭生去獻氣仪 
務屬藏满吐rA,制派獻煢意思是討神明歡wa後儺蒙伊保讖 

就影膽二國其仇雖蔗播唆邀化仍原放務创认廬 
氣呆其風俗有時獲童男童夂燒死&fr.你偶像其胸齓由將換 

就興起各等其邪槪學者神公ki抵拿；^逐氟諸件其忧认也莽 
亂认其心也莽呆離眞主莽鼠犯罪莽說雖然故務是非其心 '仍 

原悖哩«紙貪心>諸般呆！^後受報應。 
第五論東方其认莳落f£f«®洲o古早務幾個大國‘著東邊興 

起起頭梛落內胤做肩挑生鼠或用駱駝運各等貨觀從此客商 
■興旺一日放此就起者城市來往通槪學者^一市一樣不 



止將既就是技氨道翼乂字流傳各國‘查東方各齓先得上帝 

其眞邋後來隻傳至IM國sk可惜也多的興起異褴乞異端時11 
單到獲主其逭租算做虚假至伶仍原放是將換' 



中11(朝代 
盤古氏三皇氏 毛塊查考 

五帝就是堯翗 
夏朝共總十七王坐位四百三十九年 

商朝共總二十八王坐位六百四十四年 
周朝业(總三十五王坐位八百七十三年 

秦朝共總二隻皇帝坐位四十二年 稱皇帝是紊始 
漢朝共總二十八帝坐位四百七十年▲漢— 

魏吳二國紀畧 
晋朝共總十五帝坐位一百五十六年 

南宋共總八帝坐位五十九年 

南齊共總五帝坐位二十三年 

皇 



一南梁共總四帝坐位五十五年 
南陳共總五帝坐位三十二年 

I就魏共總十五帝坐位一百四十九年 

一北齊共總六帝坐位二十八年 
北周共總五帝坐位二十八年 

I隋朝共總三帝坐位三十年 
I唐朝共總二十帝坐位二百九十年. 
I後梁共總二帝坐位十六年 

後唐共總钿帝坐位十三年 

後晋共總二帝坐位十一年 
後漢共總二帝坐位四年 

、後周共總三雜坐位九年 

•a 



i 1 s i 

就是南宋北宋共總十A帝坐位三百二十浑 
共總十帝坐位八十九年 

共總十六帝坐位二百七十六年 
至當今皇上隻應九帝也隻坐位二百四十A年 

-fltal中國 卷 i 一 一 





萬國通鑑卷一 / 

第一章論¥國其代 1 / 3! 

第一叚上古開國其代三皇紀畧o查聖經_槪衆认起U 

侧搭上帝亂认淇口氣駛认散蓊泗方轧欲駛伊發族興吼過幾一 
百一^務认仪務河二邊其平洋立國乳也務I 

一搬^S®其東西立國乳當時昧務文芜故此實事毛塊杳 
務认扭揑許個荒唐其說流傳世亂,0此孔子删書j麹銷禮趑 

算做開國其起風认已經務幾等技if仪儺殷勤做工就漸漸興 
吼成做大族。 I 

查俗傳鞲_氏起孚汾天地^'壽一萬八千歲、死後伊血肉肢ti•化做萬物、以後務三皇氏#齊享毳一萬八.千歲无皇造大干I 
地支定年定三沁分日中瞑棺山川其形勢、分做九州、疋國君臣子其名扮、立者政事、以後務結木做I敎| 

百姓屈巢禮！6避禽勸其氣務^^丘鑽木取火敎一白姓煑熟其乇说當聆故毛穴％多的結者索記代?i後務史41见就是倉帝I 
名Ml創者文字。 k I 

第二叚論五帝紀畧o五帝是俤认胍古早其认所傳不軋史記 
____:!>-1( __ « ______11 

1 il在k _中國 卷I i 」 



太吴 

主前二千 
八百五十 

二年 

炎帝 

黃帝 

少吴 

I中_ 卷 六 

怜山東兗 
州府曲阜 

多的I5孔子所做易經-Ki^稱做五氣 
太厲«|屬见姓眞生落ijl 1起京城落I!I 1起手教百姓 

打11!討氳屬頭生仪傲樂歡立國故定嫁裝在竺百十五年死 

落嗽 r 

炎mi—夢一落蒙j L着城落1、搬落 
縣創者做阳其家私教百姓耕^|藥^I认立街取在位 

一百四十年死東伊Iff接位>傳八代>至^1:乞11帯滅去。 
If帝i氏姓公孫«|_國君其伍聰明出泉天下諸侯都尊黃 

镏做天乇接Jiila治天T,分者田齓駛百姓務生篥命元妃教 
百姓種桑^養蠶亂衣裳足風命^^傲甲£/£者時瓶算六十 

年做一輪年^^^定算|^0^光4,»1務準肌在位一百年享 
霱一百十一 故涣少氧是^^其仏起京城在位八十四年享濤一百歲死*00後捞翻 
 現是®#^.起京城落^5怜山東東昌府濮州、在位七十八年、享壽九十八歲- 



i 
帝嚳 

堯帝 

主前二千 
三百五十 

七年 

舜帝 

死去o°苒後務_、是_其紙京城着敷怜河南河南府偃師勝在位七十和享壽九十九歲死去。愐論或扒講 

是百姓公舉氣共聖經所載其士師1110後s其仔_接位其元妃生，K朝是伊後氣次妃生契、做#|司徒其官V商 

朝是伊後1>11妃生?1四妃生藝。帝釧坐位九4胡行亂你都毛好其政事、諸侯廢伊就立氣 

_帝陶菌氐姓伊老5名gl生出世着_長大落 •原府祈縣 十六 
歲由諸侯升做皇帝ik京城着fl |1|駛_做皇凰獲関月 

定四時成一年在位六十一年許一時務洪水其災_駛繊治水 
治至九年賣成功至七十年_帝召翗做臣子獲自家二隻諸娘 

仔配伊#|旧IMl其Iffl^ll^«7kAi¥成功F姓得平地居优就分定 
九州ak是卿灘、勸、■賴!!«»至七十三年ilil舜總哩國政 

二十八坐位共總一百苹享壽一百十六氮死去il落 
怜河南府 

登封縣 

舜帝有虞氏姓姚名SI華生出世落l^’II*平素務大孝其名 
W傲^i其相二十八年if其仔丹1!不乾_就保薦舜落天氧 

miw 



禹王 
主前二千 

二百零五 

少康 

a I,中國 

I—死就接位落111封朱落_仪命九是^^辠 

臟lis[M#i;lfA専管一侁每三年一考一員罰盡去分明fx 
歡喜聽臣子> 百姓所諫其話‘就是討柴认所亂伊也怀氟後駛Ji 

做百接其{£總哩國现坐位五十年1享壽一百十氣死去埋落m 
梧112I或1 fA講死落 

第三段論夏朝紀E各O夏朝頭隻一稱做萬ik姓规名文命做- 
»*相十七I¥翗其仔不凫舜保薦禹落天m#l死去«4接位落刦 

^ f 萬好善一一一 f愛惜光鼠思慕仁氣看輕珍覽當時務喇儀 

■頂儺做槪禹一嘗見覺好氮就逐M絕者好槪就■後世的 
的|#认因酒A伊其亂在位八年享壽一百歲死去S4落pm 

JI'MII^勞盡大名聲頂軋日後務11^篡仅倣國乳帶兵去拍京 
槪滅禺家內盡偭1A,再後務_復轉者a共伊仔栩大能幹治 



湯王 

主前一千 
七百六十 

六.年 

亂娜夏朝其五務偭沉溺情欲一貪間懶槪乞H民iM至尾鐦王 
511坐位共王后暴虐無篮容縱私槪殺害忠昆因此臣子百 

夏朝 
姓都怨仇講觀王起兵拍恍以後放桀落S就改國號儆商+V 

王共總四百 
三十九年 

第四叚論■朝紀畧o制朝創業其君就是■王姓子名履起」踉 
做XI朝其臣tfIA曾乞鎞關落SS至尾放仇當時打獵其I用 

四面其羅綱檔者禽！i湯駛认開伊三風故此走去其盡低因此 
天下諸侯都講II旣儺愛节更儀愛：^都帶I#所IM其臣3百姓 

歸服仇後拍ml救百能接天子优起京城落#用«!开做4a查j 

像當時務七年大¥,■至桑#,獲身當做頭生ff祭上帝ffi靡龜 
莫因我一個认其罪累至萬民仪獲六件其代自貴講放昧說就 

邊大風徧滿幾千®^變盡i^<T大歡暮就做者大薦其氣仪 
中S 卷 



十千 

Htp 中國 

落所用其家私上甄刻者警戒其說坐位三十年>享壽一百歲死 
戋至賢臣gl尹死认就憑天子其禮埋葬紙煞尾至純王嘲接俛 

A酒貪la設立重肌學者炮恪就是抱火lg帶姆其諸娘认等 
It^伊愛娌巳殘害忠I艮苛虐百姓¥時天T,三份其二份If^j 

_仍旧帶旧百姓奉事純王那時候^：!做西邊諸侯其焉至 
死伊仔武王剷起兵拍純五紳王自家燒死落王就滅§ 

自立做天陳改國號做 
第五P1論商朝紀暮0立厨朝時風治天下其是文王定天下其 

是武五武王^經@純王‘無邋就會諸侯拍_輔苹‘帶十七 
,M其兵抵敵他娜紂辛其兵家私放怀去拍不得E,桶好衣 

i帶^14011家燒死S王就散其既發其粟大賞賜天I 
T,封®f其仔_做諸像仪封同姓兄藏共異姓務功勞其臣 



，成王 

平王 

春秋 

子‘各认»#fA管一國,ff稱做列國一冉後仪稱戰亂武王就由豐搬 

京城落鏽1 I■立徹法都歡暮國家大興吼在位十四屯享 

壽九十三歲死戋埋落H 11 I武王其讯成王調接¥勸做 
机總理國>跣做者禮||務_氏梨朝見怀1A路轉戋做指 

南車乞仇郇一年就轉本國14!!^搬京城去Il^a後M]i 

J漸漸衰去仪傳二十二代雖然毛暴虐其政事也毛出衆其國 

七|^的務It'Jlsfl,创國I^爭城爭齓各等其亂至東周君接位時 
貌_王駛SJS韋滅御刻就求。§|$|1|共總 

第丄^論春秋戰國紀客o查古槪■國史亂名做春狄當聖 
時槪天子威權賣興賞罰也賣行落列亂^^:;將#!史所載列國 

君臣其代計J者褒既就成永3S疋着其批！£放此也務 
那時候做春枕起頭糊公封落翻齓因爲做成王其相毛的老就 

中國 卷 



-^ 

J :A 

一版 
.始皇帝 

主前一 一百 

四十九年 

^ P 中國 

!f4長子伯I®替伊做當時地方居多反亂创國君三四崽至 
忠3^,Bt條iLI子落德國做按司三個月cf劐國大太}^梛__謀 

害魯亂用女樂去謗惑君&?LI,子就怀做官?L!子做春秋其暮或 

褒j贬都是至公無故放此呆认都驚‘至^^翅就滅。 
戰亂1時II#卜'!1 一十五1 W時務四十「叫子時候五十一 f中間 

要廣其務齊宋wis'i鄭曹蔡_#!翅!?____、葡、只個國居多 
六^戰大國呑南齓當時fA敬辯土重善戰乳許一時五霸强七雄 

lmk![i««l,!ll»^g梱公_#!趨么 王■■公>槪就是劑 
攀撼韓趨眶_七齓以後_呑六齓成做一統。 

第七叚論■朝紀畧ol$!«i王滅胤伊仔獻搬京城落_呑 

敵國成一紘自家想功高三皇五氣就改王號做皇氣自號做■ 
皇漁意思欲傳天下落仔1,至去千萬#,就分天下做三十六觀 



1世皇帝 

高帝 
主前ii百 

零六年 
武帝 

命大臣子鎭守^也時常巡現開涸M,修棧槪起阿嚴築萬里 

^槪長四千|±虱東至槪西至31防備北邊胡人始II自藉才 

說欲百姓憑秦法郇驚伊通達古早其法氣儺1A伊本身其過先 
放此焚書坑鑑郇地•阔认低故務許俩殘書傳至4£至_3^|死太 

子扶蘇怀1A傳太監^^共丞屬_同謀用假詔賜_死落 

上郡^1立第二仔_做一1!!皇沲後乞§1创去£一1世其 
兄其仔嬰務喇！入g? II嬰出梨投亂葡就求sMil— 

第八^論1^漢紀|各0漢高)1劉邦楚國其认做皇帝國號濁起 
京城落®用好其臣乇愛百姓除■朝暴虐其政事天下百姓 

都歡甏坐位十二年死去>0至^時候s^揀五經博土傳儒教r 
可惜義反聽道人虚假其說親身去祭竈狐立溯朝過二百零 

I 六年當¥!#元年時恢落洲西邊其一^齓®!■降生明 
1 



^liA^4 "tc^ LlCt^-nU^ *« - 

Ci^~Od . 

帝 
五主咣 
年後武 
二帝 
十 

莽 
m 
孚 
嬰 

存.I 3金P补國 卷 

1彌坐位五苹乞宰相i!#l创去就立平*!其細仔製坐位後廢伊 

其位>rii#i後生時貌做fA節儉‘用謙虛看待仇後變_暴扈一 
官員幾瓦篡位改國號做轨坐位十A¥,乞漢朝本家劉秀滅表 

搬京城落觀稱做^ sllf , 
九叚_紀畧o東_光武皇痕就是瓢_智勇全槪前漢奸 

槪自霸爲王臬至尾都乞伊除去ik天下太平不特用者A功其 
大臣王也務敬本！^其讀書fAk故此設學寬許塊解說五經漢朝 

興旺天下都享太平至死伊仔S接他就是_、伊看重儒敫故 
此由皇太无至王公侯仇只偭大臣子其乎弟S學旧五經、就是 

身邊兵士a都通達孝經其章饨貧奴也駛伊仔梨制國藝#Hf 
ub文風大興趑_葡在位時條1 ^見西邊務神名紙就駛认去刃 

nIir求佛邋得佛霽請和做利國隻起手務佛教M塊畫佛槪 



章帝 

安帝 
順帝 

馨 
獻帝 

起佛寺流毒無窮盡il锻死後伊仔_接位就是辦哩國敗 
多從寬嚴梛可惜信伊外親讒譖其m就创忠臣Ml嫩 

至伊做认軟弱毛風權柄多的歸太監_各11做认 
仁茲I可惜毛擔當除去太監其權桃東漢衰黴是由只塊趑太監 

其權柄莽變莽大一！_愛太監害忠氐«|■務丞相專檻干 
獻帝移京城去長.势^flilr董卓就將顏宫殿隴震火燒去 

仪掘歷代先帝背¥|掏伊掏葬其寶魏當時國盡亂居多做反奪 
地方以後11荆轉召II操入氦3帶本部兵馬至gg從 

此賞罰其權柄都歸SSI操就干搬京城去i^gMwl 

操自封做魏王那時候_其諸娘仔也着宫苑裏做貴人乞WI 

搠创去S后看將換大II就密密召伊郞罷滅代計露仉 
WI操就掏劍入宫创«皇后連皇子二隻#!1 操死後伊仔菊S 

中國 •-芥 



邢烈帝 

主後二百 

二十I年 

#帝 

3 I,中國 十六 

俛改國號麵就是當S自封做剩王時吼]#_權據5 

期tlI做詞國1!偏據爾截SS做割亂就務稱_勧朔三國。當 
時@^一雖然篡攸查史記其队也獲@1算做正統因是漢 

朝本家仍原■立朝远行政事漢朝昧溉放此稱a賴做後1 

就是後 
其湖廣 

第十叚論三國紀畧o後漢劉備起京城.阔蜀就是昭|?:11 
氘扒曾共咧羽結拜兄弟▲同心協灰扶助瀕其國篆仅務謅 

做軍一i謀畧赢過別队就得者刺■]£-»蜀地方>後因_取 
创_、1|挪帝就起兵拍伊\乙翅將Ml拍既因此大 

受氣得病死志伊仔禪接值就是pl、s^ml帝寵愛太監^一^故 
此I*底其法氣漸漸廢狐至四十一年賴大臣子§]!|_起兵去 

拍翻_就投降落麵亂後漢就滅。P2II—十年 
®!1 二國紀畧• - - 



武* 

主後二百 
*K十五年 

惠帝 

第• 

賈氏盡去兇惡欲專權執政伊剖太后其鄭龍連太后共太 

I .s'^ 中國 十七 

魏,±曹丕篡獻帝位自立做皇帝傳_.^_王芳、當時居多務 
IK亂共创王其忧至尾其仔期篡你_就，& 

翅王獲接伊郞罷通共伊兄其基篆伊其將官用 
火屬其丘〖後仪奪拍敗其丘ik自立做皇氣至尾 

si侯_做| 1诋暴^flas起兵拍仇朔就狨iliIfsil?' 
.1PI論晉朝紀魯o晉主司馬炎是河葡乳司馬懿其孫刻 

§其|^自伊公手»孕_1 11其權輒至伊篡_其位做皇槪改 
I0號做WI就是前日灘_二钒駛投降其句凱搬內地荷WL 

^分南句奴做五！f當時gsl信用句奴fAgg封做左部其元 
帥至,1!帝時■五部胡人做反挪論自滅翅以槪看輕國跣 

欲宴紙都毛遠獻至死伊仔衷接依就是性情愚魏伊其后 



r凡帝 

恭帝 

武帝 
主後四百 

二十年 
文帝 

S匿迓tr中國 卷 十< 

子也创大臣免當時國內大亂居多做反其代五胡劉淵j 
兹者機會也做瓦WI其地灰差不多成做戰爆惠帝坐位十七紙 

中毒死采至$|帝坐低伊京城由_搬落SSI1I許一晚群 
雄興赴一认奪一，位氣SI滿後放務十隻帝接仗國A大、亂莽rft 

莽狼抵務許偭创帝篡位其化史記書務者怨,It其lm®®時、是 
和尙傅諸槪共妾其讯辦哩政一興既都。81L1子A篇 

€;百姓看頂在位f?,乞劉裕纂位剑击東晉就紙 
晉〕 

十 

五帝共耱1百 
五十六年 

第十二叚論漏朝紀畧o宋主勸起頭做晉朝臣子篡恭渚 
其依改國號做^!起京城落SSII伊就是§，後務做I 1\ 

仁厚恭槪三十年中sf國家太本愛太子■、後因劭 
不義欲廢伊立別隻依至後_创^6連_織以後劭仪乞交 



孝武帝 

明帝 

順帝 

高帝 
主後四百 

七十九年 

武帝 
明帝 

和帝 

潮第三仔>就是#^^创去ife以槪臣子立文#!第、十一仔>坐他 
i就是_伊極去殘氣盡嫌二十八隻k^讯都创创 

伊弟®、@、_、各礼就堤因自家其太各认篡I故 
'此创机仪驚身後皇后料哩^sf皇后其兄®勤儺生異心IE 

獲毒酒賜伊自家償死至朝尾ikl隻能幹其臣子立_ 

铞其第三仔■坐俛就是1^1!成權勢盡丸目無君上一^晞 

嘛歌願世世仔像莫再生落帝王厝篡就讓^做皇氣至尾仪 
乞^创戋南汨就服!!» 1_、 ！, 

第十三叚論SS朝紀畧og—王起頭做南制其臣乇篡 

g®其伉改國號做劑就是一糧性最淸慨日後一繼创二隻，就 
是S其孫pglIl共伊弟$、自家篡伖就是^、伊性多既凡 

一©|帝1§^其後鼠都乞伊创玄坐位娜五年>至朝尾jilrri创^一一 一 
中國 卷i 十九 



恭帝 

武帝 
主狻四百 

二十年 
文帝 

@逛 
_r中國 十< 

A也剑大臣免當時國內大亂居多結黨«反其代五胡等 
趁者機會也%葡其地方ik不@做戰爆勘■坐位十七.屯 

中毒死采至一$|帝坐低伊京城由^一’搬落_ J1I:許I晛群 
雄興J 一认奪一位處51描後放務十隻帝接仗國內大®L莽pft 

莽狼祗務許偭创帝篡位其化史記書務者怨歎其氣時是 
和尙係諸觝共妾其讯辦哩政幕釋教第一興既mfil子其遙也 

乞百姓看頂蕙_在位都二％乞_篡位剑志^就瘋+f 

五帝共耱I百 
五十六年 

第^±直論南宋朝紀畧0朱主顆起頭做_朝臣子1§額 
其依改國號做®起京城落851 I伊就是§務做认 

仁厚恭槪三十年中間i4家太果^一本i愛太子贱後因肋 
不氟欲廢伊立別隻讯至後_创薇連蜀管後劭仅乞交 



武帝 

主後五百 
五十七年 

文帝 

後主 

道武帝 

主後r-:百 
八十六年 

明元帝 

位時候營共饌相拍營求I.®魏助伊_就创繹仪駛劐落江陵稱 
氘傳伊仔«翮傳徽後乞 

第十五叚論S1朝紀畧0圖主_汩起頭做剜其臣子>篡_ 

其仗自家做皇氘就是懶惰國敗最信釋迦K曾捨身着大 
莊嚴寺4k位三年死去伊仔is、走去別位‘諸臣子就接伊侄g 

;|!1王_接你就是^^放務二隻帝接仗至_伊嗜酒貪氮怀 
料哩政事坐位六年rti其兵圍京撖pa跳井m乞一拿采ss 

Ml南陳五帝共總三十一一年 

第十六叚論¥1朝紀畧o_主姓钿跳名嵐起頭稱彻王後仪 

稱帝_fI武帝欲得中原II1I先拍敗北狄仪屢次共燕產隸 
主«^交鄲大赢W國I#強大至佬頗頗Itil 1仇償_變蘇 

乞伊仔紹刺死大仔嗣创鎺自家接仇就是^^拍嬴®地九 

就是北 

111.1 ^中國 
• 1 



孝文帝 

孝靜帝 

文宣帝 
主後五百 

五十年 
武成帝 

tEr=一-pr V; 中國 

ii就莽大傅四代至孝文伊盡孝順好讀書思慕好认出宮夂 

廣府鼠立學堂S4親身至_國祭孔子*k餘剩其書17V曾親審案 
他伊故務好其政事述也賣兔後放務幾隻帝接位當時多的同 

謀做反害命其代以後II靜帝做做§再後臣子 
同謀‘請皇帝讓位#|靜帝就離御風坐牛俥出去一^就溉_ 

也務幾隻氘當時仅務許俩反亂至尾^_也藏| 11 lfI 11 liI 

四十 

九年 

第十七叚論北齊朝紀嗔0齊主高洋起頭做魏其臣子後干#1 

■帝譲仗就立國號做_就是氣暴虐好酒>茔_氣伊傳 
位乞太子織自^太上皇織做认殘氟居多拿毒蟲：放洗湯盆風 

駚认稞體倒許裏乞蟲釘痛呼反无伊看頂好策後也自稱太上 
皇一讓位乞伊仔領_就乞厕滅去。pffllIixil就 



孝愍帝 
主狻五百 

五十七年 
靜帝 

文帝 

主後五百 
A十九年 

SI帝 

恭帝 

第十!A叚論朝紀畧0湖主奪gg_#!其他立國 
屬做周、就是#111故務幾隻帝坐仗娜者國大亂務俩相殺其 

忧至朝尾靜1 ^乞塑创去北湖就滅。p JII^lf# / 

Im十九ilItff 1朝紀畧OS主^Ir死後稱伊起頭做刪 
肩其sEl^湖主收伊諸娘仔做皇后sk伊做机後S自封做_ 

王‘至周靜帝時槪伊一個fA總哩國耽除M1MI帝苛虐其政事fA 

心都服,0將換廢M奪伊其俛改國號做剛仪滅者 
莽大>分定各省其府州if後第一 一仔||§创伊郞鼠揚II就 

狗帝起大宫龍船派十萬认開槪自直至^^安禮 
駛船客洛起宫苑許裏亭榭花木盡去作依仅居多II) 

身#«!tM拍死其不；Iri其氣认心都怨恨伊因此務個做瓦» 

刀兵其代至__就滅。\ 1 

1 

I/ 中面 



IP 中a 二四 

,,高祖 

一主後丄c 
十八年 

太宗 

Vi > 

第二十叚諭^一紀酱o-高祖M起頭做PI1臣乇因無邋i 

反賊興風放此嘲■起義丘〖安定天T,衆认都尊淵做皇氘伊就； 
坐优六年中亂除淨t反贼都是歡伊4#l.till.思其九就改國號m 

鹿起京城落M獲趨成做太子因_王_功勞過大毛一 

爵中封>特直加封做天策上將放大去王傜.1!亂二隻Ifi刹州毒 
酒謀WM®_反害二隻死®l獅一看將換就立I 111^!做太 

本將國家一切其代訊都交付乞伊.¥箬附就讓位>乞调民就； 
日日落顯德赕聚集幾百兵鼠孤身教伊射箭i立弘夂館 

彙古書1 一 十上萬木放許篡揀天下博學其懷做學七i揀三品 
以上其仔槪落弘文館讀氣也親身去拍一大輸國大興 

一就是自襄海共^^交乳111至內興安勸天山南邊其地都 
rr#,.«■>•——j1• > 1 - i«_ / ■ • . ■ ， I 

.服仇11連別齓駛欽差將寶石禮物梨朝見奉貧教乳也帶經 



高宗 

拜見皇帝接他間看者||坐位二十三年算是一/隻大有道其 

明乳死後伊仔询接仇就是一H、以後立_做他因盡狡 

S11 

中宗 

元宗 
肅宗 

代宗 

他奉事皇后極周氣皇后直頭講伊好故此hil示立伊做妃大j 
i皇后反失齓阈抝用務偭方法讒^以後IMI1 3E皇后做百齓 

立_做皇將大權柄交落M因此武@的掛I«聽 

政幕髙宗都毛做代訊SIJS:!就害忠臣#奸卞1^^太子^接 
依尊武，氏做皇太厄毛論世乇大忆都J扒因此一切>政事都歸> 

别氏其毛以後廢哲坐朝稱做皇氣改國,||做周存心不風 

剝滅唐其國氣連毁唐其族亂後大臣起兵拍伊值頭入太后其 
內氣太后毛法的>就命勸再坐悦仍原改國號做鹿就是中宗計 

▲ 後收水—II益I以SI做f- 

算中宗仅坐玉44-trvrH iltt'li—f皇篆丄—見 

大歡氣释篇裔舍繁篆裘认響器玉忠—氮ills光fi滅眺後 
:轉兩-W家賊百眼f组峙歡盡名賊胛冇M池、都復轉染。011論&,lii;做反峙候地方大亂郎雒做皇帝乞汗别去，I 

^ $ s 
J.V ，•*..i->」tl_ru— - 

中國 卷一 二五 



憲宗 

，昭宣帝 

太祖 

末帝 

莊宗 

1 i為ip中國 

flllsllllril— S時條故務反賊味除謀畧出装除 
賊盡潔〔唐朝國家仪興起一後放務八隻帝接位年間國内大 

亂政事弊病ik0®坐位娜二纸就乞^创去連篡伊其 
俛剧就派 座二千帝共計 
二百九十年 

梁晉;i?淺周 第二十一叚論五代紀畧 
紀客 ‘ ! 

韵太祖^-lM起頭名sms做反眺及招降I^加封J王Isv 
顧帝其依改國號做韻就是@無道亂槪伊仔i-a组创紙犮珪 

其弟®仪创^11自家做皇帝I4是#^乞1IM,滅去。 

1®紀畧 丨 ！ I、 “ 
Jfl主是其依滅期抵改國號做M就是愛戲 

子纟居多塗槪共戲子落殿禮做戯以後戲子做瓦_中 

後墚二帝共 
總十六年 



明宗 

H王 

高祖 

齊王 

高祖 

箭死戋伊仔S也死放此接位就是明宗伊本來是胡 
人做认正C多行好政事可惜梛坐位八年就死去至朝尾石敬 

_其兵逼京撖_就落宫殿自家燒死稱做廢帝S就末S 
四帝共總 

十三年 

後晉紀畧 
■主是_其伲傲坐位稱一_因共務仉 

去_1|借兵拍扒一^王就干1獅獲十六州賞伊〕_死後 
伊侄ml■接仡就是M因背^:其約_就拍伊重貴乞契 

丹拿戋衡si就滅。I :一帝共總十一年 

:®紀畧 . I 

■主If]!n、做^一宰机大務功氣封做北平王1^,^稱_,lai 
因^^滅wl^s其认日日莽吃槪只個貧士都尊’畑遂做皇痕 

_ 中國 二七 



應帝 

太祖 

i 

恭帝 

太祖 

主後九百 

*十年 

P中 卷一 二八 

知遠就入沐城|11接晉其天下坐位二年死去第二仔_接 

仫就是_信讒臣其話创忠一d仪拍算创就起兵拍_ 
机綱福死落ff,"f«就滅。後漢二—年 

1«|紀畧 
後周主郭威起頭做後漢臣子篡111帝其位就是_毛仔就獲 

大親家舅其讯做佑至死柴菊接俛就是聰明 
出氟仪務才能>當時做反氣割據許俩地方l^x£gll_HS 

江其_寐_帶兵去各處拍大得胤因此名 
1 t大出i^m伊仔接仗就是L;七鼠乞.趨一^篡屯權 
周就滅。 後周一 i共總九年 • ~ 

第81:士 1叚諭翻紀畧0麵頭一隻皇畓姓趄名麗起頭 
做 其臣子，因 族入梨祇趨1崩帶兵抵敵伊fek至§ 



職SES1I只-將官雲離皇帝辄國诡It,我各伏就是拚命交 
戰務功勞#认扒傅>到不如先請屬_膚_後去北邊槪至 

第二£天故昧兔只個將官兵-JS,都尅入趨M厝躑！I諸將毛 
主纟願立^S太尉做天子^liIi故昧胤就將黃袍_身朧衆1A 

都拜仇稱萬氟扶伊^去5S因所帶其兵着_ 11 I放此I 
改國號呌做S就是_坐位十七苹學將換者五朝成做一 — 

调都太屯太祖死衡晉王光義接位就是太鼠伊做认恭儉仁慈 
li土SH死太子®接位就是眞宗伊做认仁風信道款加封 

老子做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眞宗時候^5^狼榮耀甘肅^: 

M降服進鼠咸北兵入梨拍¥S勢後立和力收兵+ 
灰第四帝是mil、做认仁慈II恕始終如一可惜忠厚有餘_強 

不瓦放此多的務夷狄反亂幸的用大將狄青主_尾干伊服帝封 

I _•• m- :狐 中國 卷—C. 二九 



_ 

神宗 

暂宗 

徽宗 

鉞宗 

高宗 

中國 m十 

?L!¥i後裔做衍聖么厚待大臣rf愛百槪看重讀氣算的I 

隻好皇氣可惜命賣总郇坐位四年死先太子国接他就是gif 

一伊贸心治齓克勤克慨孤當時子連名士各fA,爭 
論國政其：等亂着憑舊其法治軋丑_識該當^ 

其舐至時惋就換新茱铘過約畧十I原Mil乳當 
+時®羯BPRS!_做宰机伊用心安真除氟行好政事就,#太 

职至_、就是iil第十广仔坐低伊旧1 fA技巧U可惜的£1,® 

忠臣用奸氣淫亂居多遍呢伊賣抵敵_s二m故此請激兵梨 
肌至後共_失和乞■拿去第二年也拿_、連屬娘太子 

各仇共總三千乳帶至北遙翻其兵糟割據河#並且落 
立做京城百上年85就末0°61第.一帝一1^就是«|宗 

第九讯接位落gS後搬51、雖然算是中興其主其實毛者才 



甯光 孝 

|愉幸的務一隻大將®‘共許俩將乾拍敗到歐也除國中其账 
_坐位三十六1¥後離仗蔚德壽釔過一 一十五年隻死當^^ 

時槪天下太平共金都毛交戰文風大槪就務朱熹張栻、陸九淵 

只偭大1W學其讀書仇伊著書傳道r是許一代其大名七連傲 
忠乱旧剁朝時槪名士比前放佤*!浪後務_接伉至坐 

I^因釗兵J入國札侵呑各费此國一日衰一 mg^fA® 
Ml拍塌讓氣連奪免河東邊只俩地东仪帶兵入㈣g拍敗gg 

|槪滅_1^<^§奪^一轉熱當pi接伖因_做四書亂特 
I直封伊做太師郇論:isc^MI用兵如神滅四十既平西瓦定界既 

伊第三'fil§ol接®5其位帶兵圍制其京城_釗主走河 
1娜因請顏初帮助拍幽丘〖連因共務背約其仇放此 

Ri勢九年年莽大可惜SI求做I本來是中木多的乞奸臣驅 



度宗 

恭宗 

端宗 

帝莴 

rfeLl 裘，中Isa 卷 

國變莽弱去當度宗坐位蒙古年年人梨拍兵死地失去至恭宗 
時恢%1其兵日日莽利害fiii!蔚帶兵至lill掌一^皇帝去 

北氣以後_着泪做和槪至尾也乞伊害死§|艰拿去槪§ 

其大仔名M年紀隻九氣養一一坐悦就是_、那時候究!1祥 

紮£1#!他#'就拍11因7CI兵勢大艱難赢伊¥帝^^t!!l 
後仪走入槪因邊4i水得病死戋只偭臣子欲散去1!1_就1 

it!—韵放務一隻依將樣安頓伊吣古早其仇也務郇一浦仔其丘〈 
一塊仔其風都務擔當中魏伶百官都全槪兵士務幾鼠天若使 

昧滅认家期凱挪乇賣算的國風就共衆认齊立翻王爵、年紀八 

氟皇帝就搬去縣其治兵落外七Tcll^追 
拿机就拍M^i!共伊大戰幾日fii俲兵敗央曉的代 

計呆去K就邁皇帝跳海鱧浸死就派 Iili-l"ifJtlI 



世祖 

主後一工 
1一百八十 

成宗 

武宗 

S 

第二十三叚論*7C'紀畧O元调腦文武白If帝姓>竒,'ii溫名忽必 

■^一^其槪拖葡其第四依自太齓太氧定氧憲宗ik伊隻滅 
制得正紘京城着S伊做渾天锩看天氱通海運lknM,便 

益駛船下覓仪訪天下其本事乳都用讥看k»佛齓J和肩 
«!1«!M!.做國既太子S死先聚集和尙四氮傲資戒會至死 

皇孫鐲_狻他就是成II坐位落^silll5£mI伊多>的行者 

好其政幕Ml接优當時加封_做大成至聖文宣王>並且各 
處務做大水做氧就廳濟I也贖饑荒百姓所賣其男女^娜伊 

賞认怡氣因此賫成大事〗^|韵狻位着因賜111困賣氯命fA 

拜傲茛臣_諫伊隻鼠許一赙奸臣一氤干和尙去亂國纏刹 
務獄該當行者佛事大赦天T,11翔#:i罵仇亂汝各fA不過欲値 

錢就氬仪欲大赦罪1A世乇緣规奸臣一氮聽將換E氮就生異 

中國 三： 



碉宗 

®宗 
*帝 

太祖i 

主後一千 
三百六十 

A年 

I ®身—，中通 
ii 

A當時皇帝着_由許塊轉裂歇落_鐡先各认先剖§ 
a後就创皇帝*宗後務五隻帝接仗其中1胡第二仔坐位梛 

二個月日死去立廟號呌做pg尾一隻就是_1!伊看輕政事 

好客諷落內苑做龍舭駛宫女學唱歌跳藏共/\Ja一银共總十 
個认一堆亂槪仅封和尙slslf做大元國亂伊撥民兵十七氣 

修哩葡a舊底其路‘讓國政莽變莽卷W'#都怨伊，至栗#|兀_ 
同帮傲瓦逐屬#J走去北鐵拍伊京狨駛吶圓太屯XS朝就末。j 

帝共總八 
十八年 

第二十四叚論大明紀畧o太顧朱元璋上代是徐—f府_縣其 
仇以後搬去W1伊郞龍^^娘奶陳氏者元_英雄好氣大能 

幹其fA,伊做元純S拍冬那都蠃投降其盡偭a:後仪飯各將| 

苠減只個其跳駛^一平餘後做皇氣年號Ma後仪平遍■ 



患帝 

成祖 

I 

lf 11!¥各蟲成做一統>lQ|i就是做南其京城獲_ 

做北其京槪立六瓿呌吏訊戶瓿艚訊兵訊刑訊工親齊設尙書 
侍郞各茛立伊仔槱做太rf封只偭仔做玉帝本來是平常乳郇 

駛十上年立國做皇帝坐位三十一年死去太孫尤歧接位尤蚊 
就是標其依_早死±|_立_做太紙就是®i!I#.年號遨 

%伊做认恭儉仁慈>惜毛治亂其才情if坐位四年ii王棚做 
反除仇許一時棣自家做皇氘就是§¥號_伊改_做 

_麻立_搬許塊做京槭仪駛S3放連八省富其百她旧 

許塊氣因海禮運乇怀風駛认開由南勢引者■水>入徼 
刑H•通至觀北邊流至__蚍通入割孙論‘做认本 

幕盡像可惜愛太鼠立東廠駚伊察外斗其代‘明朝太監其 
歡眞眞是由成)1:藤赵■_後故務八隻氮至彻氣接仗伊愛道 

中固 1 



神宗 

3示 

.中國 H-JC 

人常常落宮苑做醮仪信用M创忠臣就專柩伊奸 
_ 11郡做大{r£励1!莽放歲賣苠害1侧宗也曉盼以後御 

史上疏^^觀父子只個不法其代flii就參伊其鼠抄伊其家 
關伊仔落鼠以後剑伊，奸臣一黨都毛官去ilil後做乞 

傖死去mi編坐位四十五年因傖道人其丹氟得病死去>至_宗 

接值年>號葡1(駛天下開贶派太監督里取伊其税太監郡是勒 
索^姚當時$做大水做黾百姓盡吃槪仅務東邊其麵 

_脱梨拍邊晃_兵也梨仪做瓦3其兵也拍塌ji 
顧大淸^一高皇氘也起兵落_年年動刀飭皇上郇屈宮苑 

篡都毛料哩國取當接位>號_、伊愛太監魏駛伊 
總管東風@就専槪创忠臣十上认IX行奸邪其亿頂奇特涵 

ai撫台請香活-時候逛 堂將換自京城至別氰 



懷 

大淸朝代 

都替伊起亂稱伊做九千歲監生請獲恐，覽配_、因國 
家賞罰其權椭都歸一個认其系故此諂媚伊其认盡ft那時惋 

^一其屁已經奪一臬鄰近一+上^一朝自_| 
渤以後國已經日日變衰丰f可惜勤，宗愛太鼠害百敗就起者滅 

其亂坐位七年死東伊弟信王^一接低就是_$年號^一伊 

创者siiMfslsl一骷所有呆其政事都除去可惜國 
仪加連年饑龍反賊¥!! 一帮擾亂天T,坐位十七年 

梨拍京紙太監開城投降讥京城拍塌主ill吊死落萬歲| 
明十六帝共tll 1-sI 

认s>ti寸葡七十六一 

第二十五叚諭_紀畧o大湖發祥落5gIliJ,國號_姓瘦 
主ifl劁皇痕大務智慧謀氣地@得莽葡 

I画^^兄弟六氮齊齊起城分居、稱做lmiilss貝軌就是六齓I 



順治 

主後一千 
六百四十 

四年 

Ttt-- 中國 卷 

队I^1堪外ml投陴唧籾出#朝|兵剝成淡.•拍i敗；1|、籠第去—、八城去免怀存总M川饥一Jt;都处屯太祖 

柳刊#一 a傅I*曾衆氏去拍A堪外W.J'^'昉國禮m姓都刹想跄反、就怂六m;lt;仔孫.也也杏讲心、因外-:K故此愈艿货 

d後勝、拍藤iyM'dl-.*;陶朝講和*明朝就；达叫堪外硝受抓1A心佐安、grfa.拍蟲北邊九姓邡一^只塊柢遠近都脱 

_只iriM勒就筇^一似神武皇I做韵元年矿駚鈦宫獲g^;[L";宇、ilt做本阈;iti、劍立51文一-K2I將拽！11,4*认歸服仇一 
, S兵二Id i kM i k§ i i i i 

本朝起頭設黃白藍紅四旗後仪添廂黃确白廂藍廂紅： 

三八 

四旗共總八旗蒙?|漢軍也都編做八旗起兵拍一:•居多得勝奪 
者城齓^死惓^一文皇帝接伉改闵廳元氓後仪改做 

隻定天下其號名諸貝勒都投既11國王也遞文聿i 

自稱做氐仪屢次拍賴得許俩城齓國勢奔疵_朝莽规_死 
ifl_章皇帝接仗改«|治I7CI¥,當時伊軍兵拍谜京城了 

帝吊死郇務者霸佔_、後皇上其兵去拍收復轉氣做 
反其拍既仪得北邊許俩城池各地苁落®坐俛放務一隻福| 

五自稱做氣乞本朝兵拍敗大兵仅至SS將®^改做省狨者I 



康熙 

主後一千 

丄A'e六十 

一一年 

雍正 

主後一千 
七百一 一十 

三年 

fli走去@大兵追拖賊都散去I4此反屬都平靜I帝J 
命禮京城裏各槪认都请剃頭鼠限十日剃J览I 

怀肯刺氣就拿去乱許一時故務舊底明朝其本篆就是唐五桂 
五相繼稱氘以後郡滅去坐位十八年死芄仁皇帝接 

恍改Ml元年那時恢雖然故務餘剩其賊着_;|!|湖北各省以 
後也郡平靝_也進m.^iils側一一也送務土產至敗熙十 

二萊§_做瓦後SSS115® _湖南漏北S連 
各龜都亂起梨故務一隻^一極殘暴其官用 

船下大成搶‘劫南邊傍海其地瓦帝盡力辨事ik撥大兵g北 

各省都平靜M上四囘去南勢巡爆坐位六十一年死憲 
皇帝接位BTlffliEi元年‘那時候天下太弔雖然務S艸笛人赓西 

土鼠也毛箬附就滅去sss巡撫其官做緦督分者聖識廣訓 
中國 三九 



乾隆 

主後一千 
七百H十 

六年 

嘉慶 

主後f千 
七百九十 

六年 

P中國 卷一 四十 

道光 

主後一千 

八百二十 

落各州縣黾坐位十三年涴法••#!§純皇帝接位改乾陸元年!# 
忠厚仁载聰明出氣收復985#編_各處許一時肩 

蘭大苑•日本都駿欽差紙連送者土蓝乾.It'坐位六十譲伊第 
五仔接仗過三年死去£;宗睿皇帝接恍改遲元％當時務喇 

白蓮教^^者fAk起頭着一 si勸fA入教a後也傳至值1 
_各處者黨莽結莽太就行不法,*仇串通太鼠_柄入皇龙 

光約定日紙着皇城裏先做一時反私那時候放是做皇子 
■拍死賊虱賊就散走官兵合緊滅伊完去仪i^«l»5i?口 / 

幾年中間>務大海賊一一氣用船六百槪聾鄰近其胤至國慶十 
四平因者賊自家^^其化輸其一隻先投既後赢其一隻也投 

ft^坐位二十五年死去^{^成皇帝接仗改^^元年^ 一 
囘囘其百姓做反一PE兵設計拿賊頭解至京城剑去>_ 



二十年因鴉片土起釁共刻國交戰諭鴉片土是印度>行认所及 
賣美主後一千六百年荆王立往照年乞伊憑據只塊H槪 

者行漸漸興旺>就掌§1^其權梆命伊栽者罌旧儆UI义至一千 
八百三十四年獨王除去者往就派大官_岡励梨刊亂辦哩通 

商其仇者官帶國書至^欲交乞撫臺撫臺因伊入城恰快並_ 

且所寄Jtfik是平常其批傜就槨i怀氯因此二國机後一 
撫臺拿賣鳩片土其认一^>欲當夠國公舘面前辦他掲國其官I 

怀常因此百姓閙齓欲创_國仇撫臺直頭弾懕仉⑽時條,M上I 

派#!__•主嚴禁賣鴉片上相Ml徐送文書落K國老篆欲一 
伊獲所有其鴉片土二萬上槪交乞林构_就>駛儀^ 

灰壤者鴉先_王聽見將槪就起兵梨幾個月日中亂拍破^^ 

gl:g®_±!i各狨仪圍只個大官就共戴國講和約 

一每.1義溘中國 叫一 
—■y - * 



咸豐 

主後一千 
八百五十 

V年 

賠伊洋番二千一百萬塊>仅應承s^Mi門一脈州1波上海各^0 

乞伊通商II光坐位三十年死去顯皇帝接仫改^元^ 
當時,M禁猶it,则國商船1 k敢近像吶國販鴉片土其服驚,t:m 

差拿主就串通®國I假做■國其舭以後也務乞官差拿裏R 

國其认就■者犯該當歸獨國其官辦讥汝制老/#sE象S^ 
共英法墨認鄭廣州府聽者說就放去者狐毛窮究他至咸豐七^f^l國法 

國合兵梨^1亂交戰落官兵拍輸第二年至^5奪S毫只 
個大官就共二國講机M約內所m傳教其队制國其官着加倍 

保讖¥國认奉教美也怀通禁止仇並)且議定肩片土^^貨其 
貌至a豐九^f^i國sm就駛欽差m欲定和約船至大^-11官兵 

開癒拍仇第二年^一國仪梨拍@趁赢其時槪逼近京kft皇上 
走去ifsillll王就共二國立定和轨仪應承許個位藏乞伊通 



洪秀泉做 

商傳教就是北京天津烟臺鎭江漢口海南其瓊州府臺灣 
^511等處那時槪務喇11:1!自_三十萊着一一起手 

做瓦娜者洪^|葡是sw其讀書认當科塲時候、得耶穌教其書 
幾本共伊朋友fllfr 一都是教齋因伊奉馨1昧設iLl子他學 

生散采後_至11胳見傳道先生請洗臘娜先生怀扒伊是 
生箬樣其认放此辭伊怀施洗者時候馮雲三着廣西傳道洪秀 

劁也去許胤會友看重讥從此认數加增莽槪就假託天 
氚操練兵鳳帶衆认先至平素迫害教會其位處拍仇仪居多拍 

赢官旯奪者縣槪故此私心更太自家稱做太平皇帝‘欲改拜菩 
薩共_主其風俗就甶鹿，g至奪_趁水路過 

做京槪後伊同帮相爭賣机那時候SHil督 
藩攻苦至死賊帮就立伊ft主同治三氓城拍塌去> 

_中國 .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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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创盡低賣曉的伊仔走冬那去當時叫國共, 151國旧隻和 
罠lil國其軍齓仪落itli^l各藤設立JI器脉請蒯,il认厫格 

II做督工仪用_國武官教交戰其洗逄帶領If兵毛論⑽ 
|冬那都是赢af」撫I!#章•收復蘇一^^各槪i總4SI^1 

同治 |知也平漏11各藏确豐坐位十一年死去>穆宗毅皇帝接恍改同 
主後i_l_lr兀^f皇上故細時悦太后共王侯大臣王齊料埋國现接〕乂宗 

-A_$ 一其喪事落ns：當時請羯國一隻大武官哥里歡帮助拍反贼所 

帶領其丘〖稱做常赢其大奂_力交鞔那卞候_乞官_ 
復鞔创_、滅長毛連€8®其土匪都派至！^九 

jrtl百釓搖言亂天主教務破认心肝挖认Am其忆就JL赴创法 

國領篆燒教鼠也创幾隻教士>連別國其國一,li見大_ 
戰其、仏皇上就命曾 料哩者队就將天津府縣乾僴去新魔 



rJ7 6 乂、 

^4/vCl^CU^ •〆 
cyhcL. ^^xaa^Ckj 

光緒 

主後一千 
八百七十 

五年 

儒敦尊孔 
子 

生事其呆认也務创友隻肯和紙至皇上親身料哩政事泰西各 

亂也務派欽差梨賀鼠可知制國共画國相和坐位十三年 
死采伶其皇上接优改^元年皇上就是醇_,£其仔穆宗其 

氣因毛讯奉皇太后懿旨接仗那時候放細禮放此皇太后 
仍原代哩政事。 

附論儒道釋三教 = 

第一叚論儒教o儒教是尊_伊姓孔名_號伸尼伊上代是 
_國乳伊郞龍做割_縣大夫其官娘奶顔氏?LI乎是主 

前五百五十一^f十 月庚子生出世落魯昌平鄕間三歲伊郞 

罷死去十九歲討朱tf官氏二十歲做魯國其委吏出入米一 
妥鼠廿一鼠做乘既牛羊養盡低一一|±一1氟娘奶死1孝三；平道 

德顯叽學生添務低至三十五氣因■國亂去齊做圖^家& 

i 1 & 班瓜.y中國 卷一: 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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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一時彌钦獲尼豁其田封乞孔子乞晏,^阻止I^1 m就轉 
去#!齓四十三氟因一^專f家臣_做@此孔^:怀做I 

良著詩書禮氣至五十一歲S!®用叫子kii一％以後一 

就做司签再後做大司氣至五十六歲做相创小\正!^!1管哩國政 
三個月□£#!國大太兔劑國聽見將槪就送女樂E4魯國君臣其 

受納伊落城門他仪毛分^一:落大免孔子就託辭別| 

乇化怀做■國其鼠以後就去領715«_各軋/^道大,PT惜fAJ的I 

怀用仇六十八氣仪轉梨樣亂删詩ii定禮魏箸易氣作,#!S1S 

|生奮一千队其中精通六藝氣七十二队至七士二歲死主孔^ 

生鰂號M放先?LI乎死戋生侧號庸其鼠是伊^ 
裏後世1A稱孔子做時中其聖人至ft春秋二祭就是^^木,^; 

寫ii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神仇孔子詳細講人幕少的講pm.l 



雖然諭國興氮道行止fA生死ik貴貧躁都由天他究竟毛猜殖 
I^務一位公義極善>獨卜無二其±,養育保露員罰衆fAo:觀溢 

子•姓子|名_、號® (是鐘國其队出世落戰國時候f 11 I做 
i Vi f I 、^k# 

學生郞能早>死娘奶仉氏用好方法教訓仇厝近做風_槪都 
去許裏客調、學者削割其代‘孟母講‘着怀是乞我仔葑其位處就 

搬去鄕K近者填墓仪學做埋葬啼_其化孟母■嚟也怀是乞 
1仔葑其位處仪搬落附近書齋學諸件禮義孟母歌噔儺教我 

ft主務太就去跟先生>有時辛苦轉裝孟母用刀斷去所織 
其機線,1!子驚就跪鱧槪孟母||汝讀拿i像我其織布«4分成^； 

積寸成K積尺成丈成汜伶汝學做聖覽困苦铘想轉梨就像我 

織布昧風自家斷去者機一樣_會慌就儺明白聖人其學乳 
伊娘姚將換教仇至大以後去釋■各@,都毛fA用伊做{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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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共萬章一帮述孔子其道哩做孟子書七篇娜孟子其學問由 
乎鹿禮裂®由會子由_自_死以俛聖人其道观 

由孟子隻顯明孟子講认其本性都是善毛惡乞私慾蒙蔽就邊 

I落齓仪觀仁義存落认其4娜因伊日日犯歡就共禽獸毛各橇 
_梛曉的真心內務善观賣曉的本來務惡祗共善I51抵齓其 

實犯罪其緣轧不特由外斗亂也是由心裏鱧生。1 0至_始1|燒 

儒教I*#t讀書认‘聖人其IMm差不多毛去至溯朝儒教仪乳 
«至g孰起手考試科m至一朝治國教化其哩ITI顯叽儒教莽 
|興趑當時博學其讀書认盡槪其中務朱夫tfJM號I證知| 

IlIIIi伊盡去博學>着15務二隻先生姓鼠教伊遒虱上天 
|充下地m中人事來子盡心講m居多講明在早聖賢所已經講 

美像_所■是述怀是凱_講是學各认橇_亂天地认I 



都由氣共哩成Jt〗風氣就是陰胤因爲郇喇陰就賣生娜喇陽. 

|也賣長大伊將換亂雖然大費伊心氣其廣怀1AJ天地认乇其 
主o°孔子孟子其篮代代相像後世讀書1A,求功乳也是藉者學 

亂或认僴亂儒教其道.務世乇益认呢就應亂,If教J1孝3爲 
衣揣度者三綱五偷五常其乳五槪就是君&父土夫腻兄氣朋 

友五氣就是仁氣歡昝氣认由只幾件 >隻曉的自家本低娜盡心 
遵來自然務您憑儒教隻算做完人可惜认本份都務紙孔,-?■ 

认性本來近氣學呆就離鼠认性是萬像水一直jT,梛 
我||若使认其性都是義孔孟其氣或且懼駛伊改惡從萬挪查 

考歷代其鼠全守人倫其道>毛乇通責苑務幾個,1A齓者書證見I 
-认其私欲I是赢過者天私认居多1A所該當行其氯伊仍原從私/ 

慾行乾沉溺罪惡毛底Jh,可知世間I拍邊正路梛毛上帝助^- 

H 監 „、，丨^國 



道教尊老 

中M 五十 

斷斷賣挽吼若諭儒亀雖然是古早聖賢所槪究竟是出认其心 > 

i怀是由上帝默示，故此務共眞哩相合見也務共眞理賣相合 

晃並且聖賢論祭鬼神其巇竟然賣記的造化主1A居多論今生 

該當做其代昧諭來生其賞亂伊歌修善改氣都藉自家其九並 
1講務慈悲其主I4容认其歡引導行氯放此的的務上帝其眞 

先照着认其4噔是我所厚望其。 
第二叚論道教O道教是尊_^|是剧朝其fA,主前六百零四年 

J世,ff李名郅1A'曾帝立伊做史鼠著者道德歡五千三百二十 

泉伊if,道本來活槪就是萬物其源風好fA死後靈魂就歸道m 
前日_去見笑伊■做官莫拿隱風行道毛拿藏遙 

比喩寶石怀通莽掏乞认氣後世认亂■道共相八£老.乎就 

是道ffg論好乳由道禮生死後仪歸落邋认若使做采盼的 



受幾世其苦現在其道土創出許俩其法槪或是請雜拿鬼、莽斷 
认後來其吉凶>或是出去四廒題緣賣藥念咒衋從種種邪術藉 

噔聽俛可惜伊昧論務喇眞主认着日日藉伊保亂死後受伊審 
o 

-Mnu 

半 

:第三叚論釋教o釋教是尊傲伊是m國其太tf約畧主前六 
百苇做細時槪想慕道#後日怀欲做國五求名聲伊郞罷因伊 

將換就見苦放此揀一隻盡生的好其諸娘讯配乞$:仪獲許偭 
々物乞伊*k伊其心都毛一滿仔搖凱時常胤世間快煞都是虛 

莬也梛暫晚至三十歲>就離宮苑去山裏修遂先讀其！| 
|昧得伊其益sk後透日靜靜坐禮思想i4然自冢想出一件其规 

1各等其苦雛都由無知禮裂若使娜儺顯出智鼠就儺脫離苦 
敝學將撳就落m各處傳教四十年享壽A七死1伊其門生 

#■!? Jpr_..E 盈,中國 卷一 五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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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講伊成做t將伊其講話做化都記做亀名佛屬論佛教所講 
|轉輪,M其背！I是由落其經查考简經所藏細,m佛昧出 
|世以畆世乇時候做禽>li世乇時候做I世乇時候做棘至成佛 

|其時槪一一都記淸楚W教也怀低賞善罰惡其眞主1¥MfA自 
|然所遇着其代記定者禍就仪||认着苦海中間若使#|詹錬成 

胤就儺入淸靜其位藏毛生毛死無知無氪也毛萬也毛樂‘,o至一 
主後六十五平溯朝時低者教隻入利亂以後漸漸興既就 

是王侯大宫也多的像吶國預早務祭舯其槪至者時候¥雜落 

■教其中亂論釋教門氍居多j侃讯仪細仪‘懦■或是罷奶/II 

I苦就獻落佛門得衣氣和尙中亂也務|'\字氣曉肩釋教其道规 
故務愚蠢其賣明良郇憑虚浮其現矩照釋教所論认該當離去 

罪鼠娜伊昧講務喇眞其主窀认該當敬萍單到引誘认拜一切 



蒙古地勢 

百姓生業 

S0A 

V<r, 

邪■連行許俩背謬其化正正合耶穌亂眚肓其邀眚鼠二隻认 

的的邊落溝禮去。、 

第二章論霸其代 
查一^全地南接制國北接俄羅1屬現在是屬中國許塊其百 

姓約畧二百氣地勢滴双平比，海一f高約畧三百丈sk木共水泉 
少>自東北至西虱務尤沙1名88仪名11:、論1^地方分做 

四位氣第一名內IS自萬里長城起至巯沙沙漠第二名外蒙 
礼由北邊趑至山第三名第四名靑海i 

許塊其I都分喇底分喇氣山裏叢林中間、多的務野R百姓都 
養駱肱用伊邁节養馬牛毛藉伊養說儺曉的跑鼠也怀駛驚贶 

伊毛厝荪都是搭帳鼠隨意搬梨搬去‘主後一千二百上年>佛教 

fflvBS傳入氣各__敫8^认多的實心遵守雖然儺駛伊呆 

_ _ 鹼 蒙古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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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改一满伍郇毛擔當除伊其貪婪奸詐‘駛伊變好、各處都,#喇 
_其胤獲磚共石起氣佛殿許鼠務蠢山水人揪中間塑佛_有 

時務认梨只塊拜^::蒙古務偭I將伊:^^許^_1尙\刊國 

君臣也做將換‘免的撫養只偭伲仔河_§賞池約j 

務三千喇嘛藏常常務认由遠塊梨4位處拜紙各大廟務活佩 
就是廟禮頭一隻认都實心敬仇想伊儺曉的已往共昧梨 

其仇就是刊國皇氣也看重只一帮其仇藉伊弾壓那位處其百 

姓查考成吉思5T拓以前者地分做許値'H>獨昧成一r 
•、‘^KbNn : / …-—•- 7 -TrKl V-^T:主後 f 千一 百六 

A 

^rr-6 

伊郞罷 

也_^是部落其頭乳管哩本風至伊死去時.饿一十三 
氣心志頂強狀欲掌大權f?爾傷其部落ftk都服伊S木、眞就I® 

備大兵共伊执後退去風欲得勃fix汗保護伊、故此翁 

1木s 11論_5!恐河汙其代o伊姓苛握S1名鐵木眞 十二年玍出世 
i增權柄 

S r 

3 

r 



屢 
柏敖#5T 

柏M幾十 

自立做5T 

次柏金 

豇If獲諸娘仔配伊'11^伊做元帥鐵木眞就帶軍兵拍敗^! 
Iml以後！iflTff見鐵411權勢莽大就篦暗柄刹害伊死一^ 

Ml聽見就帶馬兵五乇轉梨招集大旯去拍伊丈队由將換大得 
勝iis汗臂志伊所有其地1^歸第二年務幾十部落齊 

峰^一做風梨拍反汔薦^^貺创0liir着糊 
鋼河其平洛大會各部長自立做^^MlM^查ilw!各脱以前 

是服剑國進貢落伊放此釗主駛翩王S去ii紙收l^Miit 

言^一苛特伊容亂轉梨奏一主歐着用喇方法除l^si主 
怀常調葡(聽見就!it恨翻至«|辨1 ^仗,不_就帶兵！tl^! 

西北境見屢次拍敗釗禹伊其勢更大釗主毛洗共伊講秕後劲 
主因伊國衰亂錢財缺艺艱難守¥#11111就搬京城落沏II 

蒙古主聽見就駛性仪拍算拍入南邊就駛兵拍塌蕻京II當 

_蒙古 卷一 五五 



去柏西邊 

柏敢摩哈 

麥 

vi U 

欲^中國 

蒙古 卷一 五六 

時務幾部落做厄■wii赶緊收兵轉亂拍澉,坂湛吼差不多 
V* >. k ?\ »b...). -^Gr 

滅完後仪帶洪_無邊勢如碰竹務喇膊啦額丁摩哈麥j大威 
權其國乳管％?I^I!:®派馬兵七十氮拍入 

者齓拍敗廟齒S:MS華af雜二狨兵仪分三路落 
▲ Jfk^r. : V 

■立好律法 

烏泰柏西 
邊得勝 

—潑狱拍赢_進黑寐裏海中間滸__槪入俄國着法勒 
_5r_it二條河中獨®地搶#因,ai兵許附多 

瓶就收泉退至喀拉庫^«im只一時主年歲佬T,仍原#者 

好滴其4放此起兵欲拍梛昧至削國邊界就得病i主論 
®RI歡做认極殘一算伊交戰中亂約專務駛六百萬认死If伊 

也務者好氣就是立定好其律洗重則治盜賊淫邪其队^姓好 
好看待來往客蔽仪落各處設_亂駛遠近信®I容易1A傳伊所 

定其律法盡氣因此客商跗胳都毛乇氮o成三仔 



4 
忽必烈滅 

宋得位 

?^,勿 

7/2./3 
瑪叩裒婁 

久居中國 

世祖忽必 
4i ^⑴r替其 

,,地 
^ f S w.li^«權柄 

■之^>^ 

W. 
JJ^f 7集n 

®帶兵拍四向其仉敵大得應仪入歐羅巴洲着歐德耳多惱 
/to Jfsrr^ 

二條河東邊其地任flrt搶奪创认成Iw思第四仔拖雷其必 

gIilr帶大兵至叫國北邊¥敗剑國‘仪駛兵拍南勢齡獻做 
皇氘國號大元就是世祖看重務本事其认仪修橋鋪路 

開通運抓駛客商容易來佐也歡喜接待遠塊其氣伊故欲自家 
k f__、fa QiJ ___ V. 

曉的四處遠塊其代務喇意大al认瑪叩裒婁莳中國頂附做世 
祖其宰祗後轉本爆將刊國其代‘做一本書S4將換_國认隻曉 

ISS 

的叫國其代讀者書就想坐舶趁西邊跗儺至中國邊界 
放此一一用國王寫一張批交代^若使至中國:A味f 

皇氘着替我請安‘連述和好其歲查劍_所管其胤東色■凝 
•、 ，，’ I /V «__ITL,—1- kB t 

西至小swi南至ism北务_浩自古以來H5.T各國地 
晃昧務只太至元滅從地仪分做許個小國至^^耳時候 

_一監，蒙古 卷一 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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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7/on- 
柏敢北邊 

备部 
tA ^ 

,4 

^f柏M頭提 
/xw^米^t 

I P 一豕古 卷 五八 
evJ-u-^ 7kvj 

仪歸一紘 百三十六年 一^却生出世落^ss 地；^ 

i:汗其後裔‘做細時槪養大落丈认厝鼠伊丈认是不M其族 
■^/43iv 

長至二十四歲時候麕、膽遜巧认梨奪伊丈认其地伊丈认臂走 

怀走^到去^liifA,各仇歡喜伊就將I^ 
丈认所管箬繼本施HM^fA苛 

_就共公爵^^槪合兵逐§^sfA出鼠放此一^共 
分者胤成做二齓後二圆交戰¥|$得勝不§1其胤 

都歸落伊^勢加大:1tk邊部落怀服$：就大G:性將伊拍既活拿 
k t 

二千fA,獲磚灰叠伊身上成一座臺後仪帶兵渡過處SIS河拍 
V. 7^^'$ 參'々 k _k 

敗河西一帶其地許一時務_米I£f帶兵入_雜國吵擾 
百姓鐵木耳聽見趕緊帶兵轉國拍退頭提米追過烏拉河二陣 

其兵仪交戰C敵其兵差不多滅刹兔後仪渡過an既拍嬴 



7 // 
? ?士 /Z- ^4it4 VZ/^- 

U~Ck^ 

ThaA<Iiu^ 

/ b-trfqciu- 
ft 

3 J^kvLt jxjiyu 

If- 

柏M印度 

柏敖埃及 
‘屬地 

‘柏敖土耳 

,—It_ 

*VM vvftA 

河：一I地方伋胸讹绗至服拉加河仪拍敗那1米因此西至地 
河北至11称城都乞伊拍服就收兵轉梨京織一路中遇 

着仇敵毛喇怀得勝後帶兵去南邊拍gsIii^m 

國王派幾路兵馬抵敵伊都乞^^陸4Kli6^g拿約畧務十 
IM,因认拿恰洒>艱難看守—都剛去>以後1«1#1城死仪_刚 
劁大执仍原大鼠奪城池ffl落瓣河交戳務拍務 vd 

j城獲所奪其貨財修哩京城至第一5,因_出.^曾助伊 
仇齓甚至创伊使者>®I滯兩法西氣敗_屬其•所有堅 

固其城都乞伊攻破務喇國王^li自藉勢瓿務助伊 
*-lr.<w 

其仇敵放此鐵木41帶兵去拍伊巴_派兵共伊戰着 
地方二陣其兵大相鐵_拍赢毛箬附小▲!!!!全胤都乞伊 

拍敗！TI1鐵木耳盡附欲梨拍剩國放此落者時候帶兵销梨東 

势[nl 
蒙古 五九 



C：本武尊 

神功皇后 

封應神做 

中國文藝 
傳日本 

為辑部 
H本國 

遠近通槪也駛认預備做田其化伊坐位時惋多的共苗人相抵 
因將換就練熟武雜|專學兵汍以後_天皇其讯盡 

出名>一伊史記藏者认交賊用m苛特其方法fls也艱難傜1A 

曾拍赢土人向東邊開大地舐後務一隻出名其諸娘讯是 
0天皇其厄_做；皇厄天皇死後皇后就做戰船兵去 

拍|181|^_國乳毛計策抵敵仇就獲金銀綢緞寶慨獻乞 
皇厄仪將大官八十认做當‘皇后就收兵轉亂養一隻仔名 

伊至大>盡儺交戰、死後封伊做鯽講伊務保國其權m就落各藏 
起廟祀仇511 I務喇做衣裳帥像由hi遷居ssia也務一 

主後四百 

六+11年 隻讀書认姓王名U約畧者^也入教伊太子讀 
務认帶桑榥連蠶繭其種至那時候起就務織布;7|1務工 

匠入s^5f+務通其讀書认至0|*|後十年務中國其官梨朝 



佛教A日 

見0!皇〃51務醫生術士天文士‘共算學‘都至5^蔚京城> 仪務 
和尙至0!*|只俩都是由一m將刊國文字工藝共拜神其禮傳 

其規矩 

日本改伊舊底其風俗計算只千上年5^都是學利國其文«| 

當fi教1人日本時展伊#神其規矩共儒教相槪也學利國起 
古早拜神一 一頭毛者廟或是落山現糗T,河m築喇壇〗拜山河風雨各魏有時 

地{>/£軌火山1!1九做水災，做風歐毛論世乇义伊就大驚「去求神 
保薦隱學刊國封神其佩所封氣或是皇帝「勇士ik道德其fA 

起厝其法,1見日本在早起盾其方說娜獲糗搭喇裝用糗&蘆氧草苫罩 

Jlf雖然放務大門檻門其樞仪毛門観至還雨時槪就獲粗蓆遮 
產—J厝內都1土地,lk傖也娜落地兇所補其衣氣或是野獸皮做 

其糗皮做龙1 *'»其所傖其节鳥獸共氣連各種草木其芽就是 
■i起頭幾百年>0[*(皇氣一個fA定者國纸遇務交戰-都是親身去 

M觀眞Si，日本國 六三 



百姓分二 

一原家 

平家 

平共源一 

家爭權 

a後務幾家大臣H；相爭操槪皇帝都梛償桶就氬至佛屬興旺 
多M務皇帝郇坐位幾屯就去做和胤因此伊臣子其權梆莽變 

,#大sr就分百姓做二等一等當丘〖一等做田>i兵其操練弓 
龍舞刀跑鳳兼學文字‘閒時候欲去查遠塊地灰毛憑古佩以前 

專學中國文笔伶欲求爾國其學問技m放此近來十幾年RI國 
光氬日,0興既o論@尊貴其家sk一務權柄筅就是 

放此大{n£都是出只一家郇伊重文輕武自家怀欲出兵遇危亂 
因此帶兵官仪出一家就務喇¥|家其家最名着西共南二 

I 1^]交戰得脱伊仔^氪就共S家相爭操襤Iilrl^i共 
澜二家都願由4*家立皇帝>因此起兵相抵¥|家^^拍赢就由 

只一家立皇帝>皇帝郇務喇备權柄都歸落|^皿，伊只一家其fA, 
都做大官伊就獲本身其諸娘仔做皇厄是欲歷代皇氣都出着 

D 



ajAjr-Ay>、r'N-.MFaEgaasEnmt R' 

淸盛做代霸 
道 

賴朝佔京城 
下關海腰交 

戰 
賴朝專權 

龆朝迫伊弟 

賠政奪權 

北條家失 
去國權 

佛教大興 

伊一篆仅將澜家所剩其乳連一切仉亂或是创仇或是僴伊出 

P 
再頻幾年、因做认霸息服伊:itfA心漸漸凍^5MI家其家長^^欲趁者機會拍傳•剝想先柏伊覩额患 

病盡m.毛擔當去抵瘀至臨死將私交代伊只愐仔潞着剖_.1ti,掛我墓齓講完死帶火隊精旯梨拍贏£'就 

佔;'K派劉础其弟也帶大兵拍仇f'逐出WS公所、仪攻破M'島其衛波直頭至F1海腰、以後一 一邊、齊預僙戰船水戰_ 
it兵大齓也務剖屯也狢拿屯也捞逷落水浸沁餘剎it都散走屯皇太后抱細其皇帝、投水死t自那時偽毛认怀驚^交戰 

煞以氟S搿落料理國臥皇帝都毛權你則斬求皇如落伊I淤立武宫五«'管五柃皇帝許於自只塊治國其權抵都 
歸武良伊就都用兵力管百A至主後一千一百八十屯_入京引％皇帝設宴請ff'連操練兵法、共谷種武瓤乞伊氣討伊歡 

暮論^一做队雖然本事链.治亂可惜妨伊弟務敗仇敵淇功勞、當伊弟#^拍嬴羽家聘候怀乞伊轉梨故此義紅•主亨V城 

^^派兵欲创私«|^.1/\傳就走先以後乞追兵拿着就自家作孽1至$:國禮队尊湩伊名、暇與土人敬伊做神_死後伊仔 

_接也乞伊外公_就是家害必以後I百五十年許盼大權柄都歸_家_死後伊一家務幾隻公霄操權治國 

務方法、駛國禮灾墨興起、至以後、務呆其一帮邸梨料 

理國政、貪財求&驕傲殘忍、雖然皇*•也莽廢伊、 至尾測家務喇新fiii義貴起熱欲滅 
牝條I1仍原立廢帝後i_天皇坐位伊就If大足拍塌城 

放火燒胤^一家其I作孽死去盡佤放此#1醜仪做皇帝。 
第三叚0論佛教傳入@齓起頭着皇帝宫苑篡務幾隻认信 

GTr皇帝降良落各昝起二個胤一個塔以後幾百年佛教就 
大興吼許一時和尙欲得民心就講早年日本认所拜其神都是 

義一監 日本國 卷 六五 



a蓮所立 
1家 

眞■所立 

佛教賣化 
S 

I - • » - •- - k « • n I,、 tk ^ . 7\\„ • f__ I i I i- P 0^0 卷 六六 

佛其顯應務喇和尙名生出世盡去博學f本字拇 
四十八¥,佛教因此更興既以後分開別家就務賣和其代務喇 

生出世§15 1??落怫教中軋仪立一氟念者_共^國傳 

梨其佛||怀准門生討齓償溉償氧仪多的講者符咒逐勝種種 
背謬其仇仪毁謗別鼠講伊怀是佛說仪去各處K#氣信伊其认 

盡佤至伶只一家故禮興既也務權椭當時故務»!*:立一家伊 
准門生雛討的齓雠償的氧怀駛出外拜像也怀駛符咒逐I只 

価虚充只一家也興吼落務偭城起大芫教认拜假所有其門生 
比別家多的務學齓連好其品行‘杳一佛教着日本一千上氓儺變 

風槪除认殘忍其4多生慈鑑可惜昧教认敬一位眞主遵守天 
槪也昧教认將樣赢私欲I成做淸潔其乳並毛實指來生報艦究 

竟者佛教務缺不全務邪賣见是由认其心所1並怀是由上帝 



世祖命B 
皇納貢 

派兵柏日 

o 

禮梨 
第四叚o蒙古世祖得中國改號大元派官至日本命伊皇帝稱 

臣進寬01皇凌辱欽黾逐伊轉¥亂世祖仪駛欽差九隻齊志5 

皇都朁伊创去後駛欽差再去也乞伊创去頭安禮號# 就是主後一千 
一一百七十九年 

日皇想中國的的起兵拍伊就先操練兵馬世祖派華達 
其兵十1>M其兵七t戰船三千五百號去拍01和01皇就起 

兵抵敵於@其戰船紙對陣時惋多的乞^s國舭或射箭或石 
弩發在拍破PI船55元帥看水戰賣赢就落海邊築起土培怀 

乞制國兵上農以後¥國兵上岸交戰乞01兵拍既多的仪乞伊 
拿去後務風鼪制船就相碰拍疏或撞靈痰損隳或飄流遠去 

浸死幾萬身屍都流落海m故剩昧浸死其泉就去佔一隻海氤 
築土墻防備0S丘〖至尾也去5^滅去铘留三個认轉國報信以 

_日本國 六七 



足利高時 
謀操權 

義貞柏輸 

五十年大 

二百年大 

TBii 
P本國 * 

I後中國都毛起兵拍日本 
一第五叚義周滅SI條鼠仪立廢帝^118天垦娜者1帝 

毛賞伊功氣不過駚伊管二备將富其三备乞澜S1其本策_ 

一_管亂@:就貪謀操大權桃寃講太子®、拍算篡位>太子 
就乞伊拿表皇帝就命«|桌帶兵拍一_郇伊時勢放強H■單 

到拍轍皇帝就驚走去滿塊流蕩仪立新其皇氣那時候務 

忠id欲保舊底其國君再坐仗因此務大戰五十年許槪二邊认 
死盡佤仪加饑荒瘟疫>百姓加倍吃豚«|貞共務個忠氐死着紙 

主後一千三 l+i隻立約和好定例以後立國君着落新舊二個國君厝裏 
輪撖從此約畧二百年許@國大權槪歸落^一一、當時各家都 

欲加本身其權桃通國就變大亂和尙也結if 一认助u氣各大 
寺院築營篆蓄兵鳳設武庫藏兵器fF見都是相爭>姓其生業 



信長奪國權 

迫务佛教 

秀吉奪權 

西國仇至 
日本 

天主教傳 
A 

廢去學堂關去S生做呆E百姓德籽日日衰敗水陸各槪賊匪 
盡偭仪加天災落各處普瘋國禮大怀是光景 至尾務喇將官U#.拍I疏芩鼠就 

廢高時權柄都蹄自家因和尙助 

別家、就盡嫌佛氣着湖邊務盡大其廟名WSOJ.起落十三山谷中R者殿共祭馈、連fu尙所莳良務五百上位I初尙務幾 

千都乞信長放火燒去和尙也创去後仪帶兵至大欤城袅圍本願寺外斗和尙雖然出力把守也乞S剑去幾乇至尾和尙將 

寺獻乞II泰就散葑別；死I務喇猢 

剧起大兵拍仇氣11禮大權柄、都歸本身， 信長仪帶兵十萬過海拍高邋拍大赢高 
麗主就求制國救伊¥國兵至就共5^拍幾 隻收兵轉 

C 

去 
第；KPX0,#葡荀牙认先至HI本•〗»I 115;日*!认看伊身■務洋 
亂就共伊冒〖以後務幾十年許啦II國多的務商槪 

賣 主後一千五 
百八+三年 耶穌會務一隻出名其跡父撒勝爾、起手將天主it 

入日本後仪務許俩神父入梨勸百姓入教許一時就鑄聖徒其 

槪做十字览共祭瘪連舯父其衣冠禮亂盡去斯文好氣有時做 
香會作氣至守聖徒II,就務辦酒請队欲討认歡邕仪多的將佛 

，壇 日本國 卷： 六九 



天主教興 
£ 

ffH 

秀吉逐天 
主教 

家康害天 
主教 

畜g .2 一日本HI 
卷 七十 

教其風鬮入天主教中齓改佛寺做禮拜釔換佛像做聖徒其槪 
5¥认多的歡喜苛特其代‘因此天主教盡去興吼况且着各省 

務大官奉者貌就干本省百姓也着奉>佛教落者畤候大衰去 
五年八 

十七年 

主後 
I千 

^少年做大官其四個认奉天主教坐船至一5城服教皇 
其權柄lk且神父着_其>多的誇教皇其權桃嬴去各亂因只 

二件緣敗3认就可疑天主教刹想操權其意M,仅見神父對 
神父^m家賣和>西國做客商龙f也多的胡行亂槪况且賈_窮 

乳賣別|@做奴木故此5^欲逐天主教共洋齓怀乞伊‘來徂 
秀吉怀乞瓣父蔚惟獨耶穌會其神兄關堂P1私下 

引JA入氰過幾年>i:lr班si其神父至5^;分明傳1仪乞禾2IPII 

逐去連燒幾位處其禮拜寬將九隻腾兄共本地奉教其十七1A, 
都釘苑落十字氣 百十四科 務喇家I!將西國神父百上队共本地 



家光害天 
主教 

島原城反 
亂 

棄奪權 

神父牧師幾百认獲船下伊出口去第二年因秀吉其仔秀賴接 
待耶穌會其神文就去_其衞规圍^二邊大戰^ 

只隱大觀死傷務幾萬1|^1_光接^^其他就封海d除則 
國繃國以他怀准別國來佐仪派差官去滿塊討者奉天主教其 

认拿梨用各種盡重其刑罰處伊死落務天主教认幾萬 
在主後I千亡 

百；二十七年 乞官兵圍落一 

賢 
千乞官兵帶至-_海0,一 

勢擲落梨都死先以後雖然 
吉死说務幾隻大官爭亂許 

衞城許裏天主教认對拒二 
交鞔创死務三萬七千1A,務幾 

盡lit其海氟將伊一隻一氮由上 

认奉天主氣究竟毛敢明！I當i 
VJ __；_ I ___I V 

時德iH •其本族家康第一強雖 
然各大官合禮拍他至尾都輸认死務四氣S得勝低就操大 

權桃務才情謀暮出衆賈民4連仇人其心>就揀本家其乳管 

_ 曰木國 



大官員身 

穆蘇亥度 

做帝 

I —■ JUJan— @ 5 
3本國 卷 

國法變更 

富其幾省@4此二百年許眼少的務交戰>其氏皇帝並毛屬世壬| 

化國政都歸大官員手胤做公爵其家氣管哩一個大地J看待一 
伊手下其宫就像國君待臣子一橡公爵家都怀通做生意做工 

氨郇可讀書學武本中務屬問其盡低胡行亂做其^不上^^ 

派三十萬fA.起®就是葡i!'大槪乞自家居依死後務幾 
隻大官陸續添祗至怜稱做第一大其紙 I, j 

第七叚05S三百纸權柄屬着s^ift$lir_^^傲皇 
氣伊就是本朝第一百二十二隻皇帝世祖®^坐位 百六十年$1 

將槪者朝代務二千五百上年許附>天下都味務只長其朝代#;| 

坐仗改國法自家操籠緣放三#m.是因國：gi尊a 
幾氟妒忌德J1!;氟尋機會奪伊權柄r件^认得利齓務中| 

國博擧其队走去5¥教3讀龜以後務二隻學問出衆| 



共美國立 
約通商 

德川家衰 
去 

京城大戰 

其认做5^史亂詳細論以早皇氘生乜式操槪以後仪將其權 
柄歸落大官艮瓚儺檄者看史記认其仏都欲除大官其權桃仍 

原歸落皇帝三件務美_臟船入東京海口 
就是主後一千 

八百五4-三年 伊水師提督 
_欲共0!!*S立約通齓務喇大官«!■假皇帝自稱大乳命契 

國船着離去_國船毛就主仍原落海邊量水至尾立約准伊幾 
位處其海口通槪皇帝聽見S自稱大君!fx主意共菊國立約 

心禮大怀歡萬百姓1/\傳者代欲助皇帝逐_國1自那時恢皇 
帝其權柄莽大_家其權勢莽衰去以早_川"家命各公爵家 

昆都蔚期M!!紙欲防備伊做反其忆者時候皇家立新其宰相准 
至:t後I千八 

各公爵其家長轉去本地方學將換德川家其勢更弱去 百六十四年 

務盡個认齊拈家私由南邊各省梨至京溉求皇帝逐西國认德 

jni家就求皇帝罰者做反其1A,帝就起兵除滅仇着京城墨大拍 

pi日本國 卷 七三 



T關海口 
交戰 

»陣三個 

德川家失 

學習而法 

裔i 1蛮 日木國 
V# 

二a£拆衙門拆厝至尾官兵拍者做反其走出城外也拿務個认 
创去頭首安禮乞认氰那時候務西國其礮觥拍一^一海⑴傷務 

個乳許一時着南邊各省其公爵家多的務貢西國其軍器就起 
大兵共^?庞大官交戰拍三個月日許附i!度其兵拍散去 

因過氮毛箬附也病死皇帝就立做一^;家其家黾至第二 
> , 训家其晃仍 年務權其认勸顧WI辭者職份慶喜就聽伊嘴椰 、 

原落宫殿禮保鼠別家放驚«|]11:家操槪就起兵守宮苑^[31欲 
廢flj!!!家其職你權柄都歸落皇氘德JI!!家其本家大受氣*i喜 

就帶兵共官兵落京城外交戰三日ik尾官兵赢SI菌毛法的服 
皇帝其權桃以後就怀做苠起頭務權柄其仇居多1皇帝| 

共西國絕交^獨務认蔚西國幾年明白西國其學問技藝故赢 
本亂就勸皇帝學仇仪務個乳將西國只個代計做喇鲁國內1A 



國家振興 

古印度其 
nx 

/T 

A 

字其认郡歡喜看以後通國其fA'都欲學西法II??皇帝就怀 
准世家歷代傲{nf命各家長>將所有其田厝共俸親都歸入宫自 

家變共百姓一檬以後皇帝許百姓選大宫成做公議氰齊議者 
益本國其法览S 111?^本國共外國都愛只一隻皇氣近時城池i 

鄉T,多的設男女其義擧仪另外設幾位處大書院>請洋師ik天 
文地哩格物醫病各等其學齓教後生其仇仪務少年其队去西 

國學乳國禮現刻火輪舭火輪懷鐵胳電線裉印書氮新聞觚各 
種巧妙工藝機器都歡就是耶穌齓也大興旺_國毛箬附大 

變遷夫 : Y. 二：：：、娜 
第四'sigg國其代 

,_ml國着SSB山其南氮地土肥▲天氣融和fA4數韵赛二十九 
千萬查古書務記講務一族笛人蔚者國裏勢後乞H立岸认拍 

m印度國 
.l!u ■ -I 

卷 七五 



10 

1BI囘教柏 
赢印度 

蒙古柏嬴 
印度 

f、阿克巴耳 
rl〃：做國苕 

144 
3 

--I - If——- CTJI-B II•—nflln^ h -■■vf -■■■1■ I 

畜® s蛋 印度國 卷一 七六 

吉l®^fttfA本來葑落i揪«海東愚以後邊居印鹿北邊其山 
—_ r- J.n^ 

齓再後離者位藏拍赢苗人就得witl全地IIJ波JtJT國王大利 

劁梨拍伊西北愚落幾位處拍嬴因此僦收_|41其貌 
主前三百 

11十六年希洋 
ss%n^ 

ml王B帶兵入_iti境你拍赢褒魯王就得印度一角並( 
胤至伊死衡者地仪歸^sfAiii^分開許洒小齓拍梨拍戋 

一直頭千上年故昧戒一紘?11梱囘激sffi遍_管伊七百年許 

I做皇氣仍原轉去本亂並毛立世乇國法落以後百,± 

¥,鐦；^其後^aJ^3Ek仪拍赢iS入€1®京城做皇氘 
i i "OS .1 ^n4^LM、 .、» v» L 

死.後伊仔讲i1運伊孫Nl^lell耳前後接位IIH落十二年中 

Ril^Eil郅用大兵拍服國內各路王侯國就成一統阿克巴‘耳 

不止儀交鞔也儺治0,落內地修橋鋪路‘所定其税也盡得也因 



奧仍■庇 
做國# 

印度買賣 
大行 

本地兵反 

W 

將換生意興旺iwgf問也振氍死後放務三隻皇氣陸續接俛 
尾隻皇氣就是*|碰SS傲认盡氮仪務治國其才> 惜伊心奸 

訊创三隻氟篡伊郞能其俛國家雖然興吼伊其臣王多的私心 

做化至死後國就分散去o°_a:fA着_設賈賣其大往1 1§ 1 
IMJI5三十七年>務本國其王1:_拠鮮海d乞荆國认掌管 

衡島也歸行禮认掌管\打1 JpffA就招本地认當丘〖用外國家 
私操>紈至主後一千七百上年_渐漸分許個小亂多的起兵 

相抵行禮认就起兵助只一國fik許li,自只塊伊權柄莽大所 
得其屬地莽l時小個並(王BgpfA交_王拍轍地方也 

乞伊呑去51今一5全亂鹿多露^國fiPJA本地其兵做 
瓦怀欲服獨國舊論者做反其緣槪是因獨國老篆分新做其洋 

鎗乞烏火藥駛紙包氣下藥時氣_獲齒晈藏或是獲猪油悚或 

园祖is 印度國 七七 



印度國 七，< 

印度土産 

分別人等 

百拉滿iA 

是用牛油齡因爲伊欲洋鎖其筒淸胤郇兵中間務囘囘>教其fA, 

嫌者猪.槪奉本地教氣是避者牛：槪都可疑趨國其老爹>設法凌 

辱伊其教一i故此做瓦獨國队乞伊拍傷其盡槪创死其也不；^ 
_國其王一1/V像避緊起兵梨抵交戰二年」訐临以」1隻」平靝o 

一_地仪丸百姓仪低地土也I所出產犯學者槪槪獻罌粟花 
各乇故此苑國客商生意興旺>税也多收fs在早務喇呆其風 

俗就是分认做一等一等€一等是祭虱名W!拉—滿恍第二等是 
當丘(第三等是做—生鼠第四等是做奴木伶下一一減浪^許 

個篆各fA料哩各认其仇別等其认娜毛他HE1A想M瀬认 
:是由^^神嘴禮生出亂者伙專？l/Mlfll就用者道哩教仇 

I也務獻氣自家稱傲世間认其君_下等其_:^着藉伊隻儺说 
议想我所詛其乱雖然盡尊貴其1也雠害沉蛮許塊傳講務I隻一^務一回詛^&神「者神di^遇落魏$ 一一 

投貓？j者^一认都毛做工藤都是下等认養伊、伊就講f/v至死靈魂離身齔就像鳥離氟直頭飛去^s^ 

331SS 8iMS88BBPB 



kw 

當兵做田 
做奴才其 

1 

偉達經 

論仏靈魂 

專是由百__二個手i生乳着辨國政保護,W姓養fstl 

賣顏Jf餘三f二個胶腿禮、生其該當養^ 

ii^^第_是电麗！腋禮1着奉事上I 

九S本事其f pf霞教◦印度JA—其道哩kI 

W古傳一弧ii其一I看者經就曉的洎古至冶伊If獲靑G 
月星各等靈變^^做神JA露就是kl1彳U 

五靈登> 羊務佤认得义天下牵交戰得 
講到S靡抓生出天地萬物仪識者_投落萬,;t中障像ikr:、着 

认身禮一樣學儒教書所隊風神合落萬物毛酼挪聖經講 
着萬物以上萬物以他萬物以克斷斷怀是共萬物合广堆河度 

认胤认論魂是共哥i 共火一，认落生， 
前所受其氣是鍊掄儀塞鼇修身養性毛做呆代 

印度國 七九 



3 

b JblC^tuL 
*7 

夭主教傳 
A 

诹穌教傳 
A 

印度H 卷 八十 

就儺望死紙扔原歸落•!!拉廟跳像一滿木歸落大槪_谢屬 
就來生的的變做頭生tf_蔴棘流邊落罪惡1 fA, 

想自家是十分淸槪着共下等其IX遠離驚乞伊拍醒齡观4EF 

剷拜神明盡佤第一尊氮就是司拉蔴肺管創造其化仪務衝如 
- <ST2^?3 V. o i f. -r, 

翎脉管保護其仇s_管除滅其代o務认講耶穌門生多馬 

傳耶穌其道至^a乞认害死‘II1M6 J天主教j神 
傳道>神父自家亂我是白面其乳欲獲眞A;dh(@其道 

租從權相八£伊將槪挪是討认歡盍e諭耶穌氣起也務國共 

邦國其乳傳至M以後就務翔國共美國其队梨像^;惜 
前年印度行其fA.m想01徵怀欲印S;.认明白iLii,脫離邪說放 

此務牺年阻止有傅道其化近來R國議拓已經雇^^行其權 
槪傳耶穌教其认也務低就是信其认也不丸並且落各處 



起^^學堂E伲仔學西國各>等其學問$藝像見者國其乳毛 
I露儺棄邪歸五救囊道哩€懒大震 

萬國通鑑卷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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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通鑑卷二西方古世代目錄 
第一章論猶太國其代/ 

第£:章論埃及國其 

第三章諭巴比偷共亞逾國其代作 
第四章論米太國共波斯國其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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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國其 
來歴 

亞伯拉举 
_本地方 

主應許伊 
成做大國 

、：':眞道存着 
."^1 

萬國通鑑卷 
第一章論遍太_ 

_國史詆由_0體起約畧百上年婭ii 
罕由wi河]x名東邀*一测大漱地方I至 

测上帝務共??|伯__汝離本地、方親戚‘郞能其,M至我 
剝指示汝其地东我的的駛汝成做大國S福t顯汝其^况且 

駛汝做福氣其基趾視福汝其队我的的觎福仇詛汝其ljx>我的 
的詛仇仪亂天下萬軋的的由汝後裔得一服上帝命^_離 

本地苁是驚受伊親腻拜菩藤其謗孰仪欲駛伊後及守眞道JS 

永鼠上帝既萬國的的由汝後裔得福者話是指耶既因耶穌剝一 I 

傅上帝道哩落世一I萬國其1A>都由伊禮得眉上帝應i亞伯拉 

至尾成做大亂娜伊夫婦年紀低味養務仔雖然將換伊深信 
II ,猶太_ 卷二 



亞伯拉毕 
生仔 

約瑟妗去 
埃及 

約瑟替法 

老詳夢 

約瑟做宰 
柑 

猶太國 卷二 

上氘想止席總儺赐、％j'隻仔至_拉罕刹一百歲果然生一 
隻依名a撒a;撒生雅咎雅各生十一 一隹次'乱，第十J/壤名約氣 

雅S!盡愛仇因將槪只個兄弟妒忌仇將■¥«去’_11>,«約 
§;做1A誠意，^心等事上帝上帝就開伊其心駿伊聰明出漱當 

3時烷gM茄淑％做氣跬落河歡看見七虱仪肥仪作隹J牛 

槪由河禮出熟傖睹蘆幕仪看見七風仪衰仪生的呆其牛慨也 
由河禮出亂共那肥其牛齊娃河氮衰其七風就务只七頭肥1^ 

屯^就淸醌呌博士詳氟毛认儺亂肘肘務认保薦_替法 
老詳氟■七頭肥其朱是,J:b七豐年,^_其书是比七饑 

荒年地东剝務七年豐％七年饑荒^^就/#:揀一隻智 
慧其氣落七豐年中間>收伊地方其五if五份柚一 積鱧饑Is 

駛甩_見約瑟聰明智il就立伊傲宰相管者氏至饑荒年制 



猶太认做 
苦工 

摩商出世 

上帝召摩 

主顯大才 
能 

■兄弟梨糴糧草‘共約瑟相認以後雅各全家都搬埃及蔚至附II 

«就认大興既以後新其國王登基怀記念^一前日功免苛刻一 
认做苦工仪降&將俨隻出世其唐PI依都创采許一時掛I 

老諸娘讯避拾一隻_认唐_依就抱轉宮苑撫養仇當做本I 
身其依备昏至伊長太居多看見雙备虐就可憐一 

欲救仇務一日看見sAifA,拍一隻f3±11;^;«!!就创者_A1乳 
^1!扒傳就駛性欲创就走地方四十年者 

時恢上帝命_去_帶1^认出郇硬留_认 
做奴才怀肯放f?*k上帝就借摩跑其毛降十件大災伊第十件其 

災駛通甥如其!^子都死東_老隻肯放_1!认出先®^‘认起 

身剝至_槪法老撥兵追伊>欲干伊再_頭做奴才^帝就命摩 
御獲杖指者氟水分亂竖起共堃一樣_认得平安過槪一^ 

£ 猶太國 卷 



埃及全軍 
覆汶 

主顯威嚴 
連降十誡 

上四條論 
敬主 

下六條論 
看待认 

/V it 

•4笑 

猶太仇違 
背主 

約書亞帶 
目姓A迦 

南 

tan ^ I P猶太國 卷二 y 
nuu- 

兵莽道頭鼠追至海中，上帝駛海水_裏不長時合去伊兵只俩浸 
死者時候■龙其认戮約畧二百鼠上帝日中獲雲柱引導扒暝 

晡獲火柱引導仇至上帝命摩S!上ill,傳授律紙那時槪 
就務火傜烏篆閃亀地凱衆百姓都氍上帝獲石板親手寫十酰 

交付者誡上四槪是命猶專心奉事一隻眞上氘禁止 
拜偶槪着守安息0=£下六槪是指示认孝順罷狐怀通创队姦篮 

偷乇亂證見貪4仪賜條佩駛伊憑者例管百既上帝怀乞 
_认立國五是欲伊尊上帝做五凡事憑伊旨鼠认雖然 

多的蒙上帝施虱可惜屢次違背上氘放此上帝大M_ 一道 
帶伊入所應許其地芄特意駛伊四汁泮寄■環落腦a 

等口二代背逆:$(认死老以後務喇接摩，画職你帶百姓 
入_11;晨1§許偭族其氣奪伊地界>1做_@;:111|死| 



主罰自家 
百姓 

檑羅做王 

大簡做王 

做成聖詩 

所羅門做 

11^认仍原背逆上帝憑別國拜菩藤其現矩共呆風俗因此| 
上帝屢次降亂駛伊服別國受苛虐ff然將槪上帝毛道頭棄伊 

揀選其百能有時駛本事认興起帶_认拍赢仇敵仪駛先知 

勸伊悔罪改過I:心奉事上帝‘務幾百年許桁^认毛王娜藉 
一千 

零九十六 士師憑律法_伊1後猶<5!认欲立王儀別國一樣II 

年上帝指示先知«便^^支派认_做五者认漢S 1 

大儺交風:a後因怀憑_旨鼠在伊乞仇敵拍齓死落戰If,_ 
太认就也_支派Ixc^s做五只雙王忠心奉事上氘盡去本 

事上帝保護伊>駛伊拍赢四方仇亂王多的做詩歌讃美上 

氘勸认忠心敬主伊詩歌中間務預言亂伊後裔中間的的務一 
隻國王興私立大榮耀其齓充滿:-!&亂永遠賣毛者話是指耶‘穌 

將來所立其國5|_死、槪伊仔所Mil:接仗只隻王起上帝鼠盡 

_ _太11 卷 



羅妓赌做 

rtl-usii 猶太國 

Vi 

卷一 

十支派做 

V S 

拜金牛仔 
其罪 

去華一風裏勢立祭乳每年駛盡偭牛羊獻祭mi羅門王極,#智慧 
治國務方法>遠塊國王務H像梨朝見仇仪起作佳其宫殿衣> 食 

充兄宫苑裏王后以他故務許俩宮丸多的是別國其諸娘讯至> 

所職，務歲只偭宮女誘惑伊其4莽拜菩龍毛專心奉事上氣 
■rj^, ^ ^ ^ \ ^ ^ ^ V# I— —ml— I、 

所死衡伊仔雛滅_接低許一時務十支派其认求羅波暗 
莫憑伊郞能駚认邁重Ifa,»!_用盡重其話廳龜我郞能獲重 

軛乞汝1我的的加重汝其fe我鄧能獲鞭拍故我的^一?肩 
鞭拍汝>因此十支派其认做民立■Illlllgl做玉稱做11 ay列亂 

查考^渔齓狗來務定着其現槪认每年着去_獻祭 
拜上氘驚百姓時常3守者佩灘服！^王^; 

服伊本來故此鑄金其牛仔二風一頭放氯倘猶_ 一頭放着但 
就共百姓_嗤就是帶汝出其上带都着敬拜仇怀駛勞苦 



亞沭其兵 
柏敖以色 

列國 

猶太國也 
背逆主 

附近其國 
护猶太 

去耶路撒冷許遠論以色列_共總十九隻王多的殺國君篡位I 
都是背逆上氘拜菩槪行苛虐其政事上帝屢次差遺先知警戒 

I i 3 W n_: 

伊挪各隻王總怀肯悔改5I5I_國王！周_拍蠃a!m!舛 
國將國內百姓拿去一大半仪派_认搬伊地方氣就共_ 

SXSQ^ 

列餘剩其百姓做親生男女仔以後稱做__仇_大支派 
支派合禮做一^齓共總二十隻王陸續接优中間務 

IslIis胞铜只幾隻五虔心奉事上氣禁止百 
姓拜菩薩其代可惜務俩王誘惑伊背逆上氘去拜菩槪落只幾 

百年中間常常務先知興起都奉主其命梨一I貝備认背上氣仪亂 
汝伙娜怀悔改主的的駛仇敵拿汝至遠塊地苁先知也務預鼠 

亂耶穌乜乇時候刹M降生落乜乇地方>立永,賣壤其國i4者 

百姓聽見先知其m仍原硬杬故此上帝駛_fA梨抵也務駛 

^ 1 M m.»太 _ 卷二 



姓拿去 
巴i:k偸 

占列壬准 
婀太认轉 

猶太一一 卷| 

，跑!slt'iA梨抵也務％J比偷认梨啪?IJrmiI:!王拍琎 
風燒絮殿¥寶物«_§#一個目卿共國臓傳貴其 

■柏贏備用_先烟做宰枇因此1_巧五王 
就准一^认轉亂仪雕理京城聖既认自放轉梨以槪除潔 

拜菩藤其，於遵守默■律佩落各城起會氣獲it!御其律法教訓 
百能祭司長着聖殿憑舊例獻祭拜上说可惜伊雖然務奉事上 

丨 —T, 

亞力山大 
柏敖各國 

埃及王拍 
破耶路撒 

A 一 帝其規紙也務*重虛文猶太认務一百年許附屬II 
主前三百上!大拍^^一^國就服伊 

础九_仪拍敗落者國禮起亞方山大城將許個猶j 
I搬者城甄至^^咿國就分亂ailg^大臣乇 

樣雜掌I身？r者王共雜也王交戰Ik破聊¥撒制城拿去 
WHBaur- ■- - SIMrF 



冷 

安太幼庫 
迫猶太认 

瑪喀此家 
保國 

潘皮悟拍 
破耶路撒 

冷 

十萬fABii移各處務俩居住亞力山大城蔚落埃及國其^认 
多的學__文芊學問進鼠著書頂低仪將舊約聖麗■_ 

1國一百年屬一^瓷以後1W1 一隻丑 
興起做fA» . 

起兵拍破«|路，瑯冷燒厝创： 
盡嫌猶太认欲廢伊拜上帝淇代就 

k. 4 A 4-^^z 

將聖殿換做丟士歐林堡神 
其既着各城各瓢設_现干百姓獲猪肉祭菩赢^^fA遭者迫 

@的務祭招兵共WS國交死惓伊仔 
仍原帶兵拍叙WM大蠃笼死1伊二隻翁經.響业 

P1I也共伊交戰以致fJilfA脫離飿¥1園其重輒並且拜上帝 
其化着幾十年中間‘漸漸振II以後仪務苛虐其五勒索百她也 

務相爭國位其代國內多的大亂Ilf務羅s!_大臣子_閲|5 二年 

帶兵拍破§11¥以後■龙_服顯編篦：K SS大臣子_ 

B 
猶太國 卷！ 九 

II 



耶穌降生 

连去埃及 

傳天國其 

i.*-: 

挪、將聖殿一切寶物寒去、只塊以惓有時_皇帝派本地方其 
王管者、亂、或、派雜g總督管軋當:王坐位時恍耶穌降也就 

是中國齡朝元％落耶穌味降生以齓俜約聖紘務預言齓 
耶穌刺降生落世間設立伊其國許一時猶i;!國內務相爭—lit代 

外：^仇敵遇制«如狀迫切望耶穌降生立伊其il,像*!_共 

所MI1:其權柄滎胤王聽見耶穌降生驚儺薄伊國位、因IJit 

r欲认去创讥娜耶穌其郡f|■上帝默禾帶家眷走去SS,等希 
律王死後ik梨猜±1蔚鱗搬_耶穌三十氟隻出去傳道>自稱^I 

上帝乇明明講伊務離去天其尊貴榮賤降生立天國落世一I者_ 

國怀是學世間其亂也毛宫跣也毛文武宫艮是立着认心暮凡I 
敬主其仇伊心就是聖麟各國其认都儺入伊其1K惟獨着悔览| 

信伊其各憑伊旨鼠伊國的的着世間漸漸振歟永遠賣溉伊仪一 



顯明行神 
跡 

猶太认欲 
立即穌做 

王 

獬太认 >3 

變忌恨 

行盡洒神跡竒暮證見道哩是鼠駛认確實曉的是由天禮氣駛 
眚肓儺看兑耳聾儺聽見病啞儺講m跛肢儺跗服病认儺全紙 

死认儺仅活也1A曾明明講本身務贖罪其權槪連駛认仪活其 
也是税賜认生命其也是私信我其fA,雖然死去Tk的的仪说活 

屬信我其fA,永遠賣死一^认中間務认欲立伊做王‘管哩伊其 
齓耶穌怀肯就避屯有時責務權柄尊貴其认||汝各认假冒傲 

好仇仪儆戒伊着悔既梛怀將槪主其大駛性的的至伊身上因 

此^^長共讀書fA,法利賽fA,多的妒忌仇設計欲创仇耶穌曉 
的伊詭訊仪曉的本身後日刹遇着其化就光共門生■我至g 

§®的的玄::1A创死三日仪沉只塊以俛祭司長派认拿耶跳 
嗜至總督誣吿耶穌欲自家立做國五怀服Ml 

Mlss^曉的是呆其意s|就欲放耶亂梛因衆百姓誹 

—監. 炳太國 卷二 



耶穌受舒 

耶稣仅沽 

命門生傳 
道落萬民 

門生莽受 
迫逐道理 

猶太國 卷二 

讓棚蜗多就狗人愉處治伊死學將換拖耶穌出去城外、釘死落 
十字策門生各认就收伊身R埋落墓都盡悲像賣記的耶穌活 

禮時槪共伊講三日仪活其纤i至第三日.咏務幾隻諸娘认齊至 
伊墓槪看見墓門開大墓裏仪毛fA.Mig俾轉身‘忽然間看見 

耶穌跬禮共伊講詻至隞門生聚集着一橺其鹿耶穌‘出硯落伊 
中胤盼咐伊徧_天下>傅我其道#落各國西敗仪信就受洗 

禮其1儺得就怀信其认‘就受定乳務四十日許版屢j現落門 
生面亂至尾門生看見伊坐雲上天屯以後大膽去各鼠傳者仪 

活其氣仪亂伊受瓦是成就聖經其預氧指耶穌的的受认其氮 
怀是因伊>自家務#.是甘願受死做一隻挽囘其^^當世間认 

其氟仪鼠大凡改惡從氰信耶穌其fA,主：^的赦伊其見賜伊得 
永生者時候官長讀書fA,看兒務俩认信槪就設法迫害欲滅者 



莽典Hi: 

猶太國亂 
其代興起 

太圖柏破 
耶路撒冷 

猶太认仅 
反 

道甩郇者道哩莽受迫遂莽見興旺 1興像風吹者火Mk越吹火越 
灯毛箬附傅至別齓三百年以後S國奉者敫耶穌1A曾■上 

帝的的罰者厭棄救主其的的駛仇敵拍破伊京城‘拆伊 
聖贶駛百姓離胱落耶穌升天以览多_藤假先知興起誘惑百 

姓▲境內也多的務跳並且一^氣共IsifA.E起不和其4 
以致務相爭相创其仉S兵着_國內臬仪勒索苛虐仇因 

此1^-fA心婁都存怨RI 11 _认拍算做瓦許一時一一大 
臣子^一帶兵梨圍唧蹈fi#、s^fA盡出九共1^抵敵i^至尾 

者城乞伊拍破‘仇敵其兵就饰聖殿平地去不特创死盡洒I仪 
務拿去許偭仇賣落各國做奴尤從此8^管一^加倍苛虐讥 

再後_认仪務_微祇仍原乞拍服11^_认仪做 

瓦務喇gnl仪名tilgM做風共顯廟交鄲也拍赢幾虬至以 



M城塌百 
姓散去 

埃及大畧 

埃及_ 卷二 +四 

後羅馬皇帝黑第安就添新兵拍大莽创1A莽奪乇所燒其城 
池鄉：務九百VI叶五•Mi槐拆省寨五十風滅仪重 

新起齓改名irsSSIBS#以後一^认散去天下满观讀 
■无史記就曉晚伊起先生箬欵得主其恩保誕因伊创耶甄故 

此上帝大怒氣就厭棄也駛伊代代受無窮其苦頂悽凉。 
第二章論翅國其代 

埃及國歷來少的遺雨所有其田地都是藉尼羅河其水消澤伊 
者河由赤道其南勢發源‘那位處務高04,山頂務積if鎔化做也 

就共山中雨木合禮流落亂噔就是®#河其源風因河水年年 

漲趑連流者土 ||饽過二邊其岸#1涓者地14水退去各種五穀 
蔬菜都生起盡秀風故此收五穀盡低米價也腻藉嚟儺養活盡 

個I凡附近一¥海其亂至毛糧草時德也多的去槪伊其 



上埃及基 
址 

中埃及基 

址 

r埃及基 

址 

國務分做三段就是上埃及中埃及下埃及古早時候上竣及其 
京城名至伶基址故着槪伊留務古跡1^是石傲石払石獅 

者石獅是獅其鼻諸娘仔其風仅務鏊硯成其石楓埋葬死乳仪 

務古早勇土 其石氣務六丈許鼠只幾件都是大其古胍中 、7 ” n v■/ 

其京城名中間也務古跡着禮多的務頂高,m各樣 

其塔服M話名sis是堅固其石起基四面都務階龜務广 
隻塔四十五丈鼠伊基址方圍JM七十六丈務地暗其版通至者 

塔中亂裏勢務石其棺本據认傳if只一座其塔是古早一隻國 
王其墓當時奉王其民派fA去私做H其认務幾萬歷過邊汁鄉 

其日乇者塔隻起風迤嗜塔其時槪_京■名i 

以後乞國无拍赢ws就落_河 
口起一座槪名亞力山^^!後者城十分興旺做下埃及其京城在 

4--f/. 



t*學問 
枝藝 

石嬋三體 
文字 

埃及起蓋 
其法 

"今 
/ 

埃及.國 卷二 十六 

早者國務大溉鄉札百盹盡槪國仪亂仪務幾種學li連機巧H 

鉱雕石盡紙看古早其塔W石槪或埋葬死认石洞其紙或厝壁 
中亂連各種家私其上勢現在務俩雕刻其乇故着屬自谓»哀 

微以後二千年中齓毛认繼扒伊文氧至一®一其臣子/■劍^ 
拍赢_時假務认落51河掘胤欲起炮氬肘肘掘一⑽石槪 

上勢刻三體其竽一體簡古字J體換X!!其俗芊一體猶肩尼 
其氧西國通其讀書I揣度只三體其文％的的是一樣文洗因 

fiIAxlwml!文氧連曉的伊句&也儺1/V許二體其文笔故此至 
伶儺1AW^文字其仇就儺多1A古早其代If.w^fA起厝盡本 

事起極大宫殿廟芊前斗務石路^一旁邊務石像一裏勢務盡高盡 
大其石执着殿墙連石柱上勢雕各種人慨花氧仪鑿m深石紈 

埋葬死I多的多獲五色蠹喇景紙仪頂儺雕琢寶石做各種玻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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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仏等 
次其呆風 

香料塗身 

敬拜用神 

璃歡磁歡共極好蔴瓶染出各種鮮笑顏良連做各種中用其家 
私也頗頗曉的天充算邕醫藏量地其法‘娜伊國務分別认做幾 

導者呆其風俗第一 #就是祭乱伊者认務饞務學—務權i拜 

苦薩其禮亂都是憑伊擬忠自皇帝至百姐都着遵來第二等就 
是當丘〖都分務IB,怀駿完徵只二等以Tk仪務許偭等一等是做 

田？一等是牧頭槪一等是做諸凡工藝第一下等就是牧猪其队 
怀乞只一等其仇入神胤論WS拜菩薩其道#憑祭司所亂仇 

死幾千年以後假使肉體賣腐胤靈魂一定仅歸身體再成做仇 

郇腐爛戋靈魂就毛塊歸氰故此翁IIfA,想一樣妙法I4香料保 
身R過幾千年仍原保藏現在石洞許裏故務身屍味化美許一 

晚國禮乳都信祭司務權视儺I111身屍腐.胤也儺駛1A變做頭盹 

故此认都敬畏仇極早時槪崩As认都是拜日月星風以後拜各 



開 起頭 

牧羊其佔 
下埃及 

類邪WM祭司所跪神儺投入活其-t:放此百姓務拜禽獸其 
風俗尊敬犬貓鷹4f連各類活其乇伊神共各乇齊着禮故此娜 

務认傷害神投其无就M律法處死只一等神獸都着廟疏乞认 
奉養至死後也駛藥保存身賦查一^其書>昧記伊開國其化落 

立國幾百年中齓分開務俩亂齊相执約畧?|1|:」調览_洗隻做 
定着百姓曉的做軋做生意連起厝起塔刻石寫宅只俩樣工藝 

仪駛藥料保存身屍務喇撒西期思王立定拜_明其禮儀仪定 
幾條務益其律洗第一奇特氣欠认毛錢鼠着獲郞能身屍做氣 

等還淸楚就灘運身屍轉去埋?|1|=務一族盡惡牧羊其认自 
東北勢軋入下_奪伊地方盡行燒厝创认所剩其百姓仪干 

伊做奴术後約畧一百五十年許附上_其地方仅歸本地认 
管虱獲flliti做京派多的務本事其國君國政盡紙許一時務個 



上埃及國 
業典旺 

逐出牧羊 

其认 

i 

他提密斯 

大工就是河開太廟修哩作银派溝來涓澤田亂鑾石洞做m伊 

所剩其基藤至伶放着諷第一奇特乳務一座迷魂槪起務一千 
五百橺其鼠都是用大石做筅裏勢務許俩通籠其花外斗^培 

盡花盡作银下底落地中間大石獻也起暗其鳳一千五百服裏 
勢務者香料保存王其骸骨共鱷魚其骸骨1!1|-上堞及也乞 

兇惡牧羊其认奪去以後三百年許附^1及全地都歸牧羊其认 
掌富查只一族其仇性情鹵#,也怀lAih故此三百年中間其代 

It毛塊查菴 百二十3£年 
I埃AIfA拒絕者苛虐其政事大拍野価年至 

...• 

尾逐牧羊只一族其认出境外公擧阿穆斯做王起京城落門斐 
期槪再後八百％_成做一紘多的務聰明其五國家興旺毛 

論傲世乇都務好志槪放此所起其宫殿都是作银.仅務四角其 

槪高十上丈上勢刻各種花紋盡去嫩第三他提密斯王 
坐位若主前一 

千四百六十一 

埃及國 卷一 十九 



阿穆耨附 

拉密斯王 

P埃及國 二十 

I I I - • 

年盡勇自家儺帶大浜湘flp^lNM亞喇伯溆利亞仪落國肩 
興起各種大工第三i麵ItraE.tJSJIA曾帶兵拍赢隔壁齓 

修■大她涯水安禮涠田齓仪起宫亂仪高仪好看,S宮 
殿至大胤鋪一條石板胳製造大石像一千排潞獅都 

7/> ^1 
T-. 是羊其頭獅M身第二拉密斯王 半位若主前 

千三百十一 * ■自家帶馬歩兵拍赢埃 

擺^^仪落糾海預備戰船四百條下兵至印,it也拍,m過幾年 
仅帶兵:Apg內胤拍娜藩脲刻功勞落石碑禮'fc轉亂後仪帶 

兵入_*以狐拍,m'Mli^亂將所拿其乳帶轉埦1駿^做各 
種大工近來務认九势M地方其山現看見大> 石廟一風四,® 

其壁雕務偭種其圖像都是記者王得勝其功氣查考者王坐j 
國家其權梆百姓其技 <都算的極紙以後一代一代,#衰弱主 

郇論伊衰弱其緣轧務二^他是因伊分认一等一等«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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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屬波 
斯 

狻屬羅馬 
A 

/ rA 4 r 
巴比偸其 

來歴 

.1 巴计倫 卷二 二二 

商駛國內生意興妊仪派許俩條其船環亞_利加大洲其地船 
着外斗三各1^二囘上岸做既歌粟裝船覷仪開_芄® 

王扒曾帶兵入§抝：列1;篆麟地方交戰创約T_±:,!I1 ! 
S1十 

九節 後尼哥王共尼布甲尼撒王交戰輸去埃及-1邏浙甫、別 
v、k?.?r NNI 

國奪梨其地方>都乞_¥!迫1王得去^王s!_帶 
兵拍赢{活拿王创仇自只塊二百年許吡_屬H 

瓷! 15f_Jui王剛办11J!光Iss^也乞伊奪主至一^ 

Oil-R死像一^歸伊臣子侧腎哩‘查考_#|所立其朝化 
k» 71 ^;lc_1 __ Vi 1! I ■> .1 ----I- r . u- K1....P 0 

務三百年許附H^1桃伯他女王乞®拍敗埃及就屬羅馬 
看第七结 

十六叚 9 

第三章論巴比偷共亞述國其代 
/ . ^ 

諭HyJ:b:fml认共亞述认本來是二族住米所测大米其地方查古 



色米拉米 
王后興國 

早其書約畧着主:®一千一百年§河邊满m 
約畧主前二千免務喇仪名河遂起跡 

.!- n L ri ■■ -^― I . -- -<f VJT ,—.j )• > i i\/ i 

j微城後j赢gj地11 i都歸伊統歡後者王死皇后接 
位做认盡勇4a赢務俩國着£11^槪起宫殿房舍盡作银仪起 

七j其花亂栽苛特其花草C落國內鋪路開抓益:#,W姓女王 

1 11 I死"？^多務懦弱其王接俛_國就變衰弱去 
-e _|王坐伉好酒貪也毛節览務f兵圍伊京j者王就自 

I家共奴仔齊燒死連宮苑寶貝其乇■德去以後仪務出幾隻本 
► p kf/0V:--... , * rv 

S 1S事其王接位國',i興伊^■間務一—王> plg@ 

興 國米所波大义米太叙j«IglI!_yAI共min 
一大半其地灰都是服伊當就仪修理烟」_槪起宫殿廟宇盡 

作隹亞述國雖然只滿興旺郇所屬其齓居多欲做瓦711$^^ 
■ —11■1■*■- - —■. . _ 1•: 1■■•-_-I ■ . - I 

‘丨 ：：丨  JJtthmt . i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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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開 
解字義 

古列王得 
巴比倫 

忽然務喇认其手插現落壁禮寫字看見大氣駛认召術士梨 

開解字氯毛认儺開豚那時惋太后駛认去請^先知 
亂_^^就入去責備王■汝雖然儀1A天上其眞主仪毛謙虛 

務敢自主意掏主聖殿其家钆償>酒作装^||_就替王開解> 壁 

禮字篆講吼上帝算汝國其年數fT完盡T,汝乞天枰_稱趾顯 
明汝務欠紙汝其國分齓歸落_共BSfA,只一日 

直頭償酒I4更靜時候國王M帶兵派51河其水流入 
大胤就由水路入城创^一五自只塊國乞斯一:掏去^llrlr: 

查考£1^11亂地土盡肥>出產盡個 姓頂儺M造者m,共各種 

蔴布>就獲所製造其节共別國對槪所得其就是^國並一乳 
禾國其珍琢寶祝删一§■國其紙連東方其姚紘徽黃金象 

乐只偭千#國其百蚝雖然只本事> 惜風俗盡采多的好槪貪 



米太波斯 
二族其來 

0 , 
光明黑暗 

二個神 

rx 
^-y 

米太國 卷二 二六 

色因此國賣長久現在故務巴比，偷城其基趾共石碑中間其文 
字證見當晚是極大極垂麗其槪 

第四章論_先88國其代 卩j 

查考二族其1都是_^1;其後#蔚『孝海南勢、山嶺 
其位藏在早只二國潑' 一教sf就是賢人^^亞，斯r所立晃講 

務二袭挑一隻名_^|:斯是光明其施專管一切茛善其化一 

隹又名®tpf黑暗其脉專管一切呆惡其代>光明其_惟賜认 
福氟黑暗其神儀降认災瓢只二隻常常領神兵齊相执者善其 

神欲除一切呆其代、那惡其神欲除一切好其代>因此相拍透i 

賣敏I直頭至求日«:神就的的赢救认脫離只偭患雛伊教門 
认不特着拜善施筌儺得靦也着拜惡棘罜儺免鼪者教門4神 

氮挪務祭司築壇落高其山現壇上勢日中暝晡都務火禮德務 



聖火賣過 

米太國振 
與 

阿斯台阿 
基做夢 

古列出世 

妓斯國典 

认照顧毛乞火暗東祭司亂者火本來是神所燒J:〔衆百姓梨只 
塊禮熟祭司仪務僴鬼等等邪術誘惑认其心起光米太服別國 

歡後因頂fl相执就脫離別國權柄自家立國以後仅拍赢波斯 
共幾小齓都服國舊郇者國權槪毛箬P11就乞別國奪去‘憑 

古早傳亂米^|王阿斯台1^1*!做一個夢召術士梨訊術士詳■ 

君其諸娘佑日後的的生一個讯坐？^王伖王聽見術士其說 
大氮就將伊諸娘仔嫁乞—溷一幾小公潘做老小^者諸娘 

仔果然生一個讯名Mil斯台王聽見就欲駛一隻牧羊 

其I暗柄创者伍郇牧羊其认賣捨紈就養做自家其仔y列做 
細時悦務才藏故此務认帶伊梨見王^f時候術士改伊從 

前詳夢其說仪換一說S4王寬心怀駛驚伊奪國仗王就收留養 
伊落宫苑等伊長大就駛认送伊轉去本鄉至古列轉去波斯國 



A列柏蔵 
巴比倫城 

古列共苗 
人交戰 

柏臝撒狄 
王 

Ttr* 5 米太國 卷二 

j搖動j姓其心Ifc脫離其權槪者代計賣曉的是眞是 
假郇曉的落?s^fl^l^:帶兵拍嬴王‘奪伊國依不特 

米太：^期二國服伊管連務偭國乞伊_.«»服伊管下#4權柄 

就務一時询列王j兵共鐵王£:鑛交氍㉝拍大嬴 
•- >1.: p \MJ w，~i ” 

就講撒狄王>liM呼>/^倫世节意思呢、務U共古列王氣所偷是希利尼國其賢A4前日去撒，撕亂??Il^il王、.遨伊至宮避-1.將 
所有寶貝其ip乞伊暮就僩所倫講汝看天T悌扒是務鼠^指出幾猩好队都得好見就Ig>將換其认就算是務福.王1Z僴M> 

I^只滿富乞汝1務福毛见3應齓仇昧死毛一隻務一& inMpyy.,.u 

I孙聽露就歡囊眞眞露是吓、i換放u王轉去' O主前五百三十八年巴比偷fA 

自藉城池堅軋儺保的平安>務一日辦酒作樂Ik王：撒共伊 
一滯臣子概瞄傖槪罚■帶兵入狨將王创去得伊其伉就是剑 

利亞腓尼基猶太三國也服法'列管_王准^认轉齓及修 
哩聖殿sk後SI孙共靈海邊果笛人交亂起 

頭拍大羸拿苗兵無亂创笛女王其依a後苗人拍赢拿^^連 



堪拜夕柏 
爵埃及 

大利烏王 

三座京城 

成_味王j命认將^其頭创落梨槨血盆sJIs^t其 
!接你傲认殘孤1/V曾创伊弟撕1!-'^^、務一時拍赢 

手 王拍肩伊神胤苛_她仅起兵去拍_^|其屬 
隱阿謀mlmlrfT至半祇兵都死落SI^®沙徵當^I去拍域 

I4S時槪^假托其各梨至_奪王依堪 
拜夕1A像赶緊收兵轉國‘許一日掏劍自家誤傷死去坐位七紙 

i臣子为利一i共一親帶兵创就坐蝴-姻王 
位坐位」二十六年極着補概園家大觀顯伊威嚴其名歡M次拍 

^⑽鼠娜一囘狀拍^河邊笛人苗人暫時嘴遞郇留一片空 

地Af利■因糧草_乏]m1 ^兵轉S,苗人追仇I■其兵差不 

多A菌人创gg_M只隻王雪一座京规！！膽猴搬梨 
搬戋春天落SS就是_城荪夏天秋无就落^3^_城 



國家漸漸 
衰微 

斐足西亞 

仏庥成I 

機巧枝藝 

1 

I ,II运西亞 卷二 |二十 

4广去遠瑰做| 

生意 

薇冬天就落0也偷城荪將伊國分做二十贫每省駛一隻大官 
管毯仅定者私修■大齓設立驛站fi1致快1/\傳遠省其代_ 

劁死倦者_其榮胤共百姓其氍都漸漸衰屯以後其3都是盡 
奢银况ii後宫苑所選其_人獲務洒城其稅乞伊駛甩各肩大 

官也學國王其樣在上其认將換奢银在下其认受許俩勒裝因 

此國勢莽衰m浙敗 
、第五章論，® 就是_基其代 

在早IpglfA,蔚M海東愚國禮務幾座大狨第一大其就 
是推羅@1二據當者國昧一統時槪各城共附近其地ik歸各 

城自家管堅齊立約相观者队盡巧儺做玻獵紡織諸 

无⑽紫a鑄銅鐵家钆雕象牙金銀各種玩觀仪儺起好看其⑹ 
凡SS廳山其栢香木造大能共附近3¥海各國通齓有時到 



A 

J人 

起新其城 

今ISC 

' 

摩洛神 

尼西亞船過日5一拉海勝至§^111就是^^買鐵双去_^;_ 
海,.1各_>^古書記環-_1南__ 

一印度亂伊不止共別國通亂也落北謂s 

g海各島起_;J:m?If女王_由M至_ ^5北界 
*rkw 瓤」4t>AJ ^ ^ 0 I /fi r rI~> »r—-— L kw 

▲SJ海旁邊起m者城生意興旺一ii過 
Izy亞fA拜太陽神名庫洛做摩洛大像像裏勢起火!■#尼子 

藉噴？^毛駿他儺保護t主百^十％ 
亞逾王撒馬尼J^M^I^ggfA,干伊進M..ggfA離舊城毛 

新推r城一7%氣i!一座，f推羅大槪生意盡興既伊其船也落遠近其地通 
商glgy认連舊_队乞^|王^^^^拿去 

^^推編仍4共波斯王交戰至?|^I新gg也乞拍赢後 

二Is怀波斯官長勒索S西slfA頂狼槪放此 认怀服伊>後11 



新椎羅滅 

去 

斐足西亞 

认創字« 

If喀•親基 

i i P喀頴基 三二 

,i出示刹處死西嘢出名其认西興fAK傳就將城池认乇都燒 
去!|^1_庖王幽办^^拍敗11齓仪圍新€1槪對拒七 

個月日至尾隻乞ggl^lllil大、拍破除滅戋日後者城其基集都歸 
大城由只塊起i 1崩_屬_^!富认 

先創出字慨各字.#是存一個主氧幾字拇相連就成一篆者法 

盡簡省flw^认由！^31认得者紙仅由#|_认禮 
學鼠视在除41國以他各國都是憑者洗學字盡恍仪務閒去學 

諸搬技藝。 
第六章論ftlMwgg代 

主前約畧八百十五¥k^r#喇諸娘仔名是國3£.'^^ 

_姊妹其一蒙因伊唐_乞•辦瑪_创死载决意去遠塊起新 
城務低大官共伊齊去避王苛虐就裝貨財落船向西駛至_ 



自家刎死 

喀頹基仇 
開墾新其 

地方 

利加北查古！^代4!至許瑰共土人狃息地其寬亂獲一張 
牛皮做既約定T.就剪牛皮做皮條繼禮環者，風落許塊起城m 

後土人>仪應許伊起槪因此认數共生意都大興旺>後務喇隔壁 

國j王>見_烕J莽大就舻忌伊>駛汄共伊講>汝着做我危娜 
代斗繁11 £七我就J兵拍故^:聽見者說就命认積柴m落傍邊祭炉 

唐亂祭一就上去楽堆亂欲去見我唐亂命认起九自家就_ 

^洛上勢過毛箬槪本地方洪鄰近各族•微屬gga队照期進 
覓1駿後生其认梨當丘仪趁_3北懑直至f 

西洋^務洒座M仪落g^B其東氧連_海西半只俩海氟 
也起垅>生意興旺^日莽廣阔一 n£仅造兵船頂槪儺保海面通 

S養II商代*幾百年許附伊海面威風權槪毛1A11抵醜論廳其 

讳良4\4柄歸着富其荆棘齊立二隻士師當太平時條管百姓 
制度 



禮拜 

-&m、 

生意利達 

相爭西西 
里島權柄 

I I s I p 3S 
卷二 一四 

共吿狀其代出征時氣就做元帥帶丘{以後伊法度換去±4師娜 
管審巢出征就另外揀喇元帥>放務一隻大議會‘是幾百富人相 

量辦嗤國政F共隔壁lil交戰立約其化會中揀選五個认、管哩 
五瓿以後仪立一百认其氰雛揀少大議會其權机就是帶兵官 

拍完轉亂的着乞者會查假憑脅笼伊賞共亂論伊拜神其親一 
件像f有時创认做旣獻乞@多的出征其時做的的務神 

公跟氪伊進退着藉神公得神指示去槪或落對陣以亂或落li 
拍輸時^^创认祭神求伊保鼠論水洋生鼠東邊至 

西邊至大西浓落陸胳用駱駝運乇過大沙攥東邊至上南 
邊至中HW1伊賣出卩其\七就是幼祇磁歡首甑掛身其乇 

做田其家私等^<o其^^泚瓿盒1&象見寶石共 

奴本丫頭等他认看^¥§认着！ihM氤生意日日興 



其緣故 

阿嘎透盔 
去柏喀頹 

基IA 

派魯王助 
戰 

4 

吼心裏妒氟欲起兵連■遂出駛管者島其權柄歸本 
皋主湔四百A十韦激響預備船三處汰嗔三十鼠入@ 

lMlnllsis其霸^U起兵禦聲地苁拍敗一 
! 九十八年 故務二，霸王 
|代歐尼西悟阿曝3共軍兵前後交g務一 逐 

盔設訊帶兵度過槪去拍HS狨屢次大鞔起先拍蠃以後拍 

頹基lAia後務七?+年許附隻煞去相拍—一百 

敗收兵轉画损_狨自只塊一ISMI島其南界大胤都歸H 

涵增下就西拉_城其光景變诡滁㈣！；；？百姓請例廳魯王 
Mr裕來帮肌者王拍敗保國其她毛擔當 

拍疏就收兵離島㈣後illls共S5務偭年交戰其亿1 
第七章論#1T思國其代 

第一叚#1¥^地土形勢 

韋灭大叚 



/私 tryun Ui 
c [ • 

H 么•/ i. •/' o C^C& 

/1 
地土形勢 

北希利足 

中希利足 

南希利足 

希利足 二六 

希利尼其地是地中海許裏一隻大土肢除北勢以外三面多的 

務海肢凸人附近其海島頂佤因國近槪容易共別國來從故此 
自古多的受別國其教化者地務高其山嶺隔職故此容易分務 

個齓自南至私約畧長七百五十里由東至風約專闊五百四十 

1共總分做三既因此fsMI分做北^南一二亂北一#¥5務二 / Isy^h<、l.,J、又 A I 3 

個大地方一名帖撒 1方二名伊派i!着只二地方其北邊務馬其 
_地苁至郝办做王時也歸入中 

長二百十里阔九十1南至银M 土M界分十二大地芄權 
/sfh-v、>vl^、* _I strrlRll^ll^」 

勢第一大氣就是0|^1京槭名雅爽___^1仪名_屬厄 
_分七個大地苁權-第一大軋名|_京城‘名gglfI 

_東邊其槪名觀者海裏勢務俩海！ilt至小HI大 
地方。 



S 7々(rcU 

希利足认 
分做三支 

派 

4^ 
/,•」• ,,te起交戰其 

力r:綵由 

培拉斯準 
族仏 

第二叚_机MfA佔！？拉刺奉认其W 
上古時槪務一族认名__蔚落H^^XE做乩怀欲交 

戰以早所起其狨至伶基址故着鼪落mu務I#所起其 
墻用盡大其111军用灰+f後讓,认^^f 

地漸漸歸希利呢队伊世«分做一 一一支派一名斗立兔蔚路*!p 
5S地苁一 ：sss®蔽SSS連鄰近其海®i三私ssl^ 

阐蔚Ifilwi連鄰近其海&1W®认盡勇儺交既做代也本 
氣仪起大槪共遠近各國通齓伊古早毛實據其氤因此所載其 

化虛實艱難分風務认傳講>勇士成大功勞ft出苛特其队連講 
許俩鬼神共认交通其代。、 

第三叚_忠共特羅亞交戰其代 
主前一千I百.泗奔^!_认共脉羅亞扒起¥在遍者交戰-:]t綠故是因晚，羅”M1派网木1i:;f-J-怕利斯一回至希利M1 ^ 

做A篆filss五ilfp!m!,^>務一狻生s好其痕娘、^.勒內怕利期轉國時侯偷帶伊齊II.希利心王受氣就曾雄渾兵去拍拍 



/ iM-分久 

2- Ah?7 ； 

4 

.vT ^/rrvvCdL 

(s yU^Cec^ 
y ypcksAU 
h ■& tdAj^A 

計用太馬 

4丄JLL岸认 

佔地 

雅典王捨 
命救國 

@ 希刹尼 卷二 三 / 
rr-1 

利尼王其乳Mi^lplE共只牺勇士渑海圍晚_1^城11你Miilfii认出力抗拒十年許脐€摁常藏伊以後氘料rtifA喑 

設妙tl\做喇木^腹老罢藏精兵、放落M外、分明召圍城其兵退知城裘扒看見仇敵it兵退去了(就移咨木馬入城臬藏木馬禮 

Jr.-瓦偷暝11!梨扣q_saf;-肫候、兵戍梨!1|威得大氣據書中,/w載者交戰:]±代)虛濱澤難齓况且亂柃神帮助#:l??:!;clj 

认、務祌帮助特M,il!1A,火顯咸M>施谷棧非才能、IS%交戰以後、#r:¥as_務1m^lKW"®f!做喇詩歌一去储塊f、藉 

帜嗯悦者詩就是Mi.fl:g交齓連f.1!?joia轉國、所遇者危險就；化當。將彷讷心欲學咨詩迆記沓齓代代相^^1俟||,1|生1 

雖然逛一狻窮乏其代死後m*4<^聲、免怜西國.:^:a:^:^f,者詩。 

第四叚，_1 IJLIjlh认共Ml®岸交戰其代 
主前一千一百零四帶兵去^^':m!擇1A,得|l|敏 

此全地都iiar_乳仪^土脱入一一一地苁卷一4 
认交氍當圍城時狼就傳_^5示伊B使一隻受死 

俨將/^兵太的的儺氣_王__聽見就想獲者話應騐 
本身欲捨命救者0,就換*傲田其衣^I放意去仇敵營尋 

果然乞fA拍死後曉的者认就是王41立«fAl聽見iWS 

王死去T,就收丘'8去。 
第五叚f_lfA開佔新迪 

,;^a^asJSKgnaa)；.iatz^Q3gza£acr-;.g3^ THF^lEgpigrwl-grDtTJBIW* 



KjL办卜 

、？ (Pe^c-k 

^ Oi tv ^ ^ 0 ，卜/ 

開估亞PJ 
亞面界其 

開佔馬其 
頓塔雷夕 

意大利西 
固里古利 

奈其地 

AaMBMMMHUBnH9_nNHUflRHHMMMHUflnmCT^dnnn0 I 

哀歐尼岸认乞斗立岸认拍赢以後多的務搬去小亞砌亞共附 
近其海氤因者地苁天氣和鼠地方肥溉认仪勤鼠毛箬壤年* 

業大興旺仪起許偭城光景大變故赢過前日着故蔽塌 
羅151其哀歐®fA,受4!JL.J®fA挾抓就進貢仇仪務一等 

裒It;尼jf!1A乞伊做奴才_a序乳着小^一此*1§地 

方共附近其J^島開佔遵fA,着小胞西ri界i瀾 
佔新地1稍ml认開你psIIIJf!i7fE5t大地灰仪開佔下一一^ 

旧友j此權勢盡九後稱做大^1^8 
里大if也乞希利尼佔屯者地方多的務城狐生意興既仪落351 

非利加北邊近地中海開佔古—利■大地方其餘所佔其怀駛細 
派查ilrgIA,所開话其胤都是百姓自主伊其律槪國飩風俗 

共本國一樣。 
1 <^p^r : 



幾支派分 
開相爭 

德勒斐議 
會 

///J,//// 

四大宴會 

,y-;賭赛一:羸 

Ttr- <p希利足 卷二 四十 

第六叚希利尼认風土民情 
希利尼#支派其认居多分開相爭有時期伯他權大有時 

權大有喝_|f丸雖然都是自主其池梛話詆文字>共拜_其 
禮都毛洛moII秈荆认早年立一隻議會*4十二小國其仇lrm' 

hl:|土.it_^ji公亂一件議定各國通商其氏一，件議定保liil 

胤聽在各國其认梨拜■者會也務權柄禁止各國交戰時 

候怀通悻^^aa遞鐵駛廟鱧十分充足¥着務田乞廟禮儆業 
產廟裏勢l,iss神像各溷灘，乇急其代it的的梨求神指 

"i、 ^^1^、 wf 

牙伊中間務一隻女祭司名由金鼎內獲兩個其話算是 
满pgon•廟认務四個大宴氰各邦其认居多梨做者宴氰 

fiF 
第一嗜歐林皮阿宴會是欲尊敬屬皮i：神«曰姓逮看1rr:]t宴會*毎四年一回、着歐林成私3t平地JI守、第二是皮slffii宴會、落 

D - ^Hnnnpl 、 ^_y^-、YV^衫….. 、--"/cinrsJy、• >%VJ?1 jfwJ 氣近德勒斐其廟許塊守是欲尊敬阿^pvll{>^二是伊斯米阿宴會落哥林多土腰許塊守是尊澈呢皮_;£神第四是如ililil 

宴^一落则IHM許塊免是尊敬猶皮當只四§會時民多的務pi輸嬴其代、學者鬥臂試手跳架擲槍飛饨跑取 



雷師石K 
各等技藝 

窮富務辨 
1, 

婦女光景 

連賭輪作樂做詩谷齡藏其就得橄欖^扒都潛重沉賵伊禮怳 

敬意送伊轉借後日雕像落石、放着聖杯中風務fA做詩裥讃沉 饺務上好其霞師石匠雕匠各 
藝所創出其,A物排落酒席面畆放務做詩其I傳史記其 

氣將伊其書開起氣駛衆认曉晚也務賢人替衆认酵遙因此各 

等學問振興希_烟认守者宴會是駛遠近齊相往來合做一紘 
o希利jfA窮富務辨別所償也各樣IJfA郇償粗其糧氧魚鮝 

野菜各vp>EfA厝裏償者山珍海鲲然後償槪跳||唱歌作规|伊 
國禮毛者^i設其齋多的是民間義學Mk學其文墨技籠務三等 

一等文二等弾樂器 1二等操練身興i婦女少的讀氤铘管煑俛 
做衣裳科哩家幕自古以來各國_得耶穌教化黑都獲婦女算 

I唐plfA其奴尤丫風若使受耶鮮其教化«k曉的女是男其酏 
胤愿該共唐睛乳齊受教諷也着同心料哩家事教訓子夂 

第七叚xflq厄认敬鬼神其逭 

^!nl 希利足 卷一 
. 



^ 

起頭生太 
鴛 

天王其位 
立落：If林 

朁山 

3山川湖海 
I各神 

1死後報應 

^ 神性共认 
/z 3-^0性一樣 

TF11 
—flfcK^T* 

v.i 希利足■::.- 
I ... 

四二 

查希|利龙认所論起頭娜務渾渾其氣至P:她一分就生一類其 

觫备身高力大盡去氮後務一隻__做沃汪纖領天魏 
共_交戰得赢將伊顯落地下、立天王其位落SSli山‘管地 

> i i ) > 

n;代務普魯遨神管陰glrJtiftM尼皮管水中其代務 

^其老1務女普照務才能其I務一隻 
神名M['®儺預言昧梨其化除噔以外‘放務盡低数賣m各山 

川湖槪也都務職n甩伙仪講7A生出世自頭至風都務神肩 
着親威動认其心約朿认其行氣死後憑一世fA其好氧受報鼠 

頂好其1A,的的至第一快樂其海||增島名、_8@頂呆其仇 
的的至盡苦其位藏者位處名他他魚㈢怀好怀S其fA,就至怀像 

光怀像■其位藏眞像着做夢中間^一一厢认龜r脚對神常常務 
奸訊計戴妒a相爭#1,各等其代»其性共认其性一 milIJ 



求神保護 

莽講後來 
其代 

廟宇務価 

來庳古擬 
定嚴律 

希利尼不過將认所做莽請神也做國內所起其神廟共雕刻其神像都盡好看瀛去別國百姓常常求神保護或是珩胍毛遇着 
V ••- » , • . - . 

危險、或是出兵降得服I切都是藉神帮胍望得成也仅信者術±'或是看牛其臟胍解曉的昧梨其吉凶、或是落做夢中軋得神 

其指沅傲先曉的後日其好呆或是看揆葉定li.就曉的昧梨其禍‘或是拈銅其家私藉者聲氰鍵曉的神其指示、起頭是藉只 
幾仇先想昧梨其瓜以後大半藉諸媛认其氟得神指沅預言後來其他伊境內其胤約畧二百六十上位霡第一富足.势就是i 

11免衆认拜神其位氮不止落t 1 IS , ▲ n、： r G 1 1 I] cr: - 希利尼认看第一要緊其就是者四個大宴會所 廟禮也務落山頂共模中間 
獻其祭巇就是頭盹菓乇溉氍廳雜不等百姓因敬神做者大篦 

也務客諷跳戴加楛歡喜。 
Is 

主前八百 
八十年 

第八叚來庫古定斯怕他律法 
務 隻斯怖他认名來庫古見本國其風俗法度日日衰微 

漸漸失者進前其心▲就想立一件盡嚴其律佩惟除國禮弊瓶者 

時候聽見认傳亂S1.S海島其律例法良盡去可取就 
去許胤查伊其法鼠至轉國就替百姓定律佩9T!s!«!fA,m預備 

交戰共治國其忧仪務極擧官入老人公會相量辦哩國事連擧 

lfrr3 i y希利足 卷二 四； 



老人會二 
隻王做頭 

分田地乞 
幾等百姓 

軟弱其怩 
仔擲山坑 

傖M淡其 

斯怕他认 
儘交戰 

1霉故 

希利黾 卷二 四四 

五隻其{n£瓣哩京城其代#老人會務一一十八礼的的至務六十 

氣隻准伊入乾務二隻王總風落太平時候Y 一隻王做老人會其 

虱六_時槪就帶兵去拍仇亂憑律例是將國禮田胤分乞百槪 
斯^務九千<齊齊得地一位龜伊其地毛擔當出氣代代是 

V. /Li3\^w 、_ 

歸大婆仔管哩務一類认名赫@|特做斯怕他1A其奴才替伊做 
軋^^他认養其伲佑務軟弱殘疾美都擲山坑禮去娜強壯其 

就氍至六歲的的離罷狐入齋學習武義f照年歲分撕約畧一排 
十五fA,至償時假就各歸本排去1所償其娜是粗淡其节娜驚 

vy^v 

一償肥甜其乇身體就儺肥大交戰賣得力來制古定律法刹出 
門去別齓先駛^一^設瓮直頭遵守>查古書務記亂 

去fsfl濃狹去sl^lfA幾百年憑伊律洙放此是盡勇儺交 
v» 、 ^ r- I—> k-lkRJ! ■ - - J VI : -, _ 9... 9 , 

查斯怕他认男女仔餺孝順能奶當兵It;讎守 戰以致培羅裒尼素大地都歸伊管理of SIIII 



4 

過去驚死 

教子弟做 
狡怪 

必舉頭认 

審案不公 

德拉叩定 

psiNn.t,?w* aj--JyglKi^J .1- *y^BPaM.a 

務A傳亂$伽務I隻諸极认、伊仔出兵時说迫切吩附伊講，汝只一囘去、着帶籐J轉戴1IA就歸落/滕牌上#.意、思鼠寧可 

^^^(^坏^1^搶臂走、^5_忍耐寒派身受世壬痛备也都毛怨嘆、仅敎訓子弟、欲伊務巧妙謀咎、藏禮毛露^有時就® 

M愉11IW困i也老爹的的辦扒怀是辦伊者愉乇其罪、是、辦伊賣機巧藏者。七務IA傳既一隻後生仔拿一頭狐狸、差一滴仔 

乞1/V看冗困落衣裳麗#,狐狸咬伊腹忠. 11= #遽出力忍者齋至死都1T>肯露’ 

第九叚，^$^,11:1—(律法 
11认自_#!斯王死楱都講毛者善德其乳中接王伖就換> 

k ^ ------ 

4- 

去律佩從世爵中間公擧一隻认做頭所擧>其认一世认務權^ 

後因认多的貪者攸國禮认就改十年一任以後仪改變者限期_ 

1母年則九隻頭认坐他那時候治國其權机都歸>世爵其系百姓^ 

毛擔當定律例¥毛擔當做官>假使百姓務吿狀官毛公平判斷 

百姓多的受苦鼠就落各處會集求官Jf律咧明白日後,0 

家其代Mk者律例辦鼠世爵就擧一隻乳名德駛伊寫律洗 
_—I • k .丨4 、 Ar- • 44k.^ 

I、'—一一查所寫其毛諭认罪重罪輕都创伊只ks世爵想定只」 

其律紙儺駛百姓驚鼠冬那嘵的者律例一出fk姓都起怨悅當 

_希利甩 卷二 四五 



所倫立新 
法 

亞畧巴古 
必會 

國權分開 

派斯他圖 
i 

二雙仔其 
呆 

S斯他足 
改好其律一, 

希利足 卷二 四士 

時務一隻賢人名所偷‘做认端正百姓都愛伊將以前所定其律 

佩都改去£一件新風准百姓會集相量國家其忧擧薦官艮仪 
y\rJn>\nlol^i、, ) * 

設一個公<1£名®^巴古着者會惟獨世爵儺得位務權柄辦哩 

國內書齋其化連約朿百姓細腻做工怀乞伊奢華懶惰定律肩 
以從_駛百姓發鲁十年許临鄱毛改者律做自家就去別 

o查^^所定其律做將國家權祗分做二K 一半歸落世篆一 
半歸落百姓一九竟世家講自家J1小>姓權大> 姓也讓_ 

A世家權大因將換就分開相氣那時候務一隻fA名鱗撕f 
做认乖巧m務才藏伊出力趁反亂時槪獨操國]mw位以槪肩 

好其政事治百盹駛通國生業興既仪駛IX記^^詩蒋鳴 
仪重修 slfj 起神廟共公既_|lp1IIIIII 

愛百也百姓尊伊做頭氏就換^其律例、將權柄都歸落百紙從此百姓自家看m»存者志M>以致華問抜藝藤 



古列柏敢 
希利足新 

大利鳥過 
多惱河 

新城做反 

拍希利足 

第二囘交 

AV/:希利足兵 
大贏 

去別亂 

第十叚希利尼國共波斯國交戰其代 

希.利尼fA所立新城着葡亞其西邊以後乞國王蘿拍I 

赢就服一一盡附一王怀用nfA做鼠仍原揀各城其_ 

尼^_馆償波斯王其俸身就憑伊其意管各織主^^^^|:称 

■驗^9风共苗人交戰時m務#15^城其官ik帶 

兵梨助_劁就委伊看守過河其槪驚乞仉敵毁者槪截轉去 

J:(路隻说坑兵乞苗人白敗#;—种如1 A聽's>就勸ml斯提悟折#絕J#回頭其路、 

.41 /原忠心看守、因此1W王召伊至！JSS城〔獲厚禮待沉以後因伊欲 
4/ 

轉本國波斯王就可疑怀准黑斯提衙就M 吩附親信其IA去搖動希利尼新城百姓其心悖逆波斯王谷城就預備丘(U求綱 

剌认帮助欲伊合禮拍_斯_荩1/\傳就派兵拍敗谷璐拿盡牺认做奴木連發誓滅務丸fli其怩婿¥科尼成就預備 

戦艄共步兵去交戰波斯王IX派欽墓去#'利Mil叫伊投晻II者戰 I , 1 •-一 ■_«•--/ -«y J/ rt -- ^ 4 I - -i*/_〆 pt£ 』 -kl_ 11— 111 ■■ 

舶乞風鼠望IW5拍霞着乞H共fust o希利尼做反创大利烏王其 

欽差王聽見就大受氣>第二囘派兵去拍‘先至xfW!幾隻海氙 
r5、 

燒厝创认奪乇後至雅典雅典武官米勒太阿氐帶兵一萬眷瑯 

—監f希利足 
-Itm T4-H E —1 M>二yJ. 

四七 



西耳西欲 
滅希利足 

斯怕他兵 
攔着山路 

/ 

fh 

$ ,希利尼 卷|一 

拉炭地方大赢波斯兵十上萬拿務偭其兵連獲刑具加伊身上 

者刑具是HI本來預備禮罰K1S1■队伶單到乞伊迦過去 
If此雅典勇力儺交戰其名聲;#去洛國o波斯王第三囘欲拍 

一一^放昧起兵就死戋伊仔西~5liII藉強其4比伊郞罷故旧 
嘻帶一百五十萬其丘le韻g戰船幾千號I像刹除滅■ 

利尼fA?lr波斯兵至提瑪皮利山路者路盡窄斯怕他王利安 
帶兵七千>攔_兵其路相拒幾□£獲幾千其旯抵敵_ 

一百十萬其杲创^傷一二萬W後務奸細偷得帶一一旯趁小 
路主欲環至漸®|澳輝後：；兀帥扒像想山路艱難保 
先■_兵退戋娜__#大怀肯收兵»4帶151其兵三瓦連 

提斯皮亞其兵七百大勇進前挪敵兵放此希利尼 

兵都覆沒去3^以前務一隻官ik撒從前駛slfA做 



燒雅典城 

波斯水戰 
M陣 

西耳西王 
轉國 

昔拉提亞 
交戰其代 

幾百條戰船預^面共波斯兵船交戰者時候一一兵佔者山 
胳就旧m就走至戰服兵就燒_槪掘 

(*]»透盗聚集三百六士六條兵船落_f海胶拍_兵舱 
II麵兵敝雖然務二囘犯一風損傷過书仍原放剩成千槪據*|斯 

透蓝設計引伊其船至窄其位處交氍一一船雖然槪娜水埋窄 

賣排的陣波斯王共許個兵上岸看陣自家想船個的的儺蠃單 
frlI.—:I—-1—tip—« WP 

到乞希利尼拍敗西耳西王見者光景大驚就收兵轉齓.•:#!^ 
_- _U ._ : (^M^Ifr^^ 

帶Is一 i十萬、扎營落撕一^地允第一一年帶兵至ggg界內、務官g^iclJsl帶抵敢伊、 
着0f拉提亞火现@兵雖然多三倍、至尾也乞拍傷认盡佩■剩四mIA逃屯當者時候着+± 

角、希利取戰艄仅拍赢波斯戰舰波勘兵着撒过米普拉提亞采晚利三位處大敗T,以後毛敢起兵再人^❿境良 

第十一叚雅典興旺其代 
希利尼认Ac被斯交戰時候雅典认已經顯伊才能勇九名聲大 

出‘自交戰以俛二國仍原務幾年其兵事#是用兵舭 

-|.口一 一 
卷二 四九 



雅典认做 
戰船 

洎撒足亞 
毛忠心落 

事 

提米斯透 
盔其代 

1 5 
P希利尼 卷一 五十 

落海面交戰伊其兵船多的是雅典做其也連管哩伊因此雅典 
其威權盡大故務一件其代駛刺glIA懦亂glfA振魏是因 

斯怕他其官泡撒尼亞落國事毛忠心投降波斯大凌辱斯怕他 
> —I— ^ r ^ _ _ 

A.論泡掼尼亞其作屬拍/敗氟伊拿大官幾I故意放伊轉齓連竒信乞1W王講、王若使獲諸<<1仔配乞 

^ 私再立總督、就的的助王拍廣王准伊所請、ml掼尼!1;!|就着營中放肆驕齔薄待兵七身補 

好衣裝嘴憤好亡學slfA其氣習、犯521认其規妬仅用SW兵做謹身其親艮務认將伊投降其計亂共mu瓤H 

侧认就革伊其職、干伊轉梨s'後伊仍原共一一私通 J^v——J 、 V. nns. 

信4者代露*截勤就審511因泡撒尼亞毛忠心其代放此斯怕 
他其順柄弱法那時候雅典藉國禮幾隻務才能其认權勢漸漸 

興趑勸葡靈駛nfA築堅囿其狨連修哩海nflg_fA 

看MfA,務者堅囿其城共海0,心禮妒藏况且恨_期^11 
做元盹就塗伊共御撒_務同龜伊落ill城也務仉人!^1! 

機會搖動百姓其、I百姓就逐伊出亂怀乞伊十年內轉氍提*! 

SI遂一就走至SH111王厚禮看待仇後欲拍請伊 



疫艱雅 
民典 
染城 
£內 

故栽 
代培氏阿 

力其力 
盔代餅 

S 

•f 

j 

、 

1 

帮助提米斯遂盗就自家毒死是因伊怀肯助別國拍本0ka!5 
隻雅典 

认名阿力茆太底汊公S5許価海S城•# S霊緣1A,慧^51( &遇雲戰其&的的湯急連辦M餉 

帮助、以後■出f預備II其城都助伊兵輸、故此i其權I九賛偭城—仅務一IN才情出衆其〕也 

十If |叫神裘I、都II着學1认都仰氣伊a■氮墨1——^ 

氨故此百姓大歡喜、g^大務榮M0 

f 二 M狼典fA共撕攸他fA二十七年交戰其代 

斯伯肩认看見雅典只滿興吼就妒忌仇汉恨，做各 
國其風^^慕量蟲趨认浴爺#f 

世家操權^：gg嘴藉兵槪遲测哆的藉步•伊起者 

交戰其緣槪是_谢_屬島怀服^1_、一 一邊交 

1.雅典认助島；J|!1百故放此斯^^fA帶兵入网境界创认 
奪乇_|__元帥㈣『力i!-命者難民入腦II槪就預備戰船 

也至培羅一藏尼素、也學將換创认奪^5那時候難民盡槪染 

Hr 



CX4 

N 雅典fA分 
開結* 

盔安先蠃 
後敢 

r Tx# 

/// 

鄕紳百姓 
j^l爭權 

/MW ,{y/'. 

^1?‘^雅典兵船 
I.IVIA欲柏®拉 

6 7 2< 庫斯城 

02 

《厶^^^ 
含4/鑿傷兵 

乞认拿去 

畜国V7K 
希利足 卷二 五 

媳疫死去其務幾千培力盔轉梨雅典城也患瘟疫死去伊祗後 
前年#!曰 務個呆认趁者勢弄權s(fA就分開結黨權勢就莽減去 

认忠心助sic、當敵兵拍時候、M毛力帮齓城就乞敵人毅去、中間鍅交戰其认也乞伊创去、諸烺从鄉奸拿去做找 
才、後務SWKSSWSi帶兵^拍退斯他㈣JE(將伊其兵四百名圍落小島禮、那時候秘雅興认盗女0fl!jr'l^梨 

肌认因兵毛楢氧#名^^认拍敗、痛,^_p'^3疋一隻私'Is'(Ai^中當大職也]a一峙得鼠自藉柺勇就帶亂烏)兵 

,,;^!:地方、欲拍^西大、惟獨■獻^s'^^_Bl^:;y怕他兵拍敗剖去_娜认1/\1世家谷认就操火權柄共 
S35f\立約收兵、當許牺派務鄉紳典百姓爭雇7pprl赛掛島其百姓得歡將各家_紳封鎖一間大艮由.'J:5#-3i石 

拍死A别位處也褚世家操權、 -- 

就罰百姓至死或是僩出口 
至主前四 

百十五年 伏預備戰搬哄一陣歩兵去西IMla 

氣欲拍Mfl拉庫版大狨者城本來是4isifA起乳因伊助 
■乳glfA想挪拍破者溉我權勢更加敢就派水陸統領其官 

V. 々^^.410'?^、 niv\ 、 , 

三隻一隻名阿西_阿氐一隻名尼西阿一隻名拉瑪庫開船及 

務1A誣吿■伊得罪神明共國家^^官命伊轉去> 
窮究伊其鄭i!m_HI忠就走至刺Ip挑唆紙共父戰綱 

■兵船至^一一一海P,乞仇敵拍觚gfi類受饥帶歩 



鄕紳共仇 
敵喑通. 

雅典认開 
城极降 

鄕紳行霸 

兵意思欲忠反乞仇敵其兵追氯隴總拿屯ifAl/v像心裏盡 
贼|所有帮助各城其fA,看見伊光景危亂心都離伊反去助 

8^$制55认更出力拍伊其世家多的共k 1A暗 

胤做伊內職就望__认赢SS百J4其._纖儒歸落本泉以 
後一 1城務八年其交戰務喇期S1其做JA頂務才 

像就求31派許偭兵船梨帮肌當時‘兵船其A防守懶 
慌伊只個兵離船上岸時假其兵船突然間至¥伊其 

舭娜剩九條走果以後^TTT德却其丘(水路共陸路二下去j雅 
侧風城裏避難其认盡風毛箬附糧草絕去U毛法的開城役既,II 

H51I1X將swa;共望感都拆平地去£三十隻鄉^i官jM, 
只三汁ilx都行霸邋或#创百虬或是僴百J4出0,毛箬爲務喇 

m帶者僴流其1WT£連避難其百拉聚隻一位藏整頓 



辯士用邪 
道引誘d 

mi 希利足 卷1 五四 

兵戬梨拍，§、將三十隻霸道其鄕紳處死仪立民主其例雅典 

其百姓隻定 
■三叚論聖人瑣格廊 

主前四百 
六十九年 

瑣袼底所 
81 具大畧. 

出世落15槪因Wi(多年交戰其代百姓其德衰 
去‘看輕仁蒗看重才情勇丸就興起一等其辯士>自誇務學問才 

情出装講道時候6^喇樣式好呆^用巧計引誘富豪其子弟 
受伊教諷以致務偭认乞伊誘或阃見认奉伊其敫受害毛 

各樣償毒槪就用直話責備讥所講其kM哩是呆，連講伊自家j 
晃仅引誘认做呆il^i所講其大一各ak教认曉的；m家其本他 

共該當守其本死連各认該當求其福氣仪僴认I生乜式是敬 
施生乜式怀是敬腿生乜式是尊肾生乜式是卑膨生上式是公 
|生乜式是奸詐‘務认儺應伊所僴其fffiM將換去槪就是好 



教认其法 

敎fA其位 

誣告二仵 
大罪 

官長定伊 

仇也算是尊貴其fAk若使fA賣應伊所僴氣毛擔當憑將換去恍 
就算者认做私欲其奴水查_格扇教认其方洗多的先僩仇自 

家像怀！求別fA教一樣其實欲顯明认其無饥駛伊自家見覺 
隻儺出力去嚷僴了仪明明共fAiifA該當生箬欵克d生箸欵 

謹{f生箬欵孝順罷紙生箬欵敬神明^i箬欵愛兄弟也箬欵交 
家朋友生箬欵勤緊做化^一廊講道或落大槪或店虱或人氟 

毛喇怀尋機會引導乳因此富豪其子乘務俩奉伊其鼽所有其 
假先生也毛塊擬議讥娜見務俩仇信伊道甩心裏就妒鼠落官 

長面齓誣吿二件大黽一件是引誘少年子氟一件是講邪神其 
道#憑_規瓶被吿其认的的着求官長施1琐格遛不特怀 

去求反講我特意欲開认其蒙晚駛伊務鼠仅講我若使放活着 
世上的的怀改者道虱因此官長定伊死齓伊好朋友勸伊逃屯 

一鳴S3FT tOll班孤,希利足 卷二 五五 



出名門生 
記伊其道 

P希利尼 卷二 玉六 

怀仍上帝 
眞道 

權大德衰 

琐執意怀氣至期就憑官府所定其刑亂JS毒死去當伊昧 
服毒以抓仍原共門生講靈魂永遠賣滅其im伊出j其門生 

鐵將所灘其遒理£問答其樣式E做龜流傅茂说仪一隻> 

出名其門生私Mi%、將琐糊蹈其言栉記落書>論琐f!底做认 
聰明智m實是出氟儺獲務偭件好其道哩教认kw惜毛擔當改 

正本國拜邪神其亂仪毛擔當講明天,±眞主其篮雖然講认里i 
靈魂永遠賣派究竟死後其代都昧明良可見世j 務智慧其队 

娜藉本身其才質共所學氣毛擔當通達上帝其瓜也賣講明死 

後其道紙 II 
第十四叚制51衰微_ , , 

S5侧因拍赢SS、就落幾國中間、大務權勢究,m權勢 
莽t百姓其德莽衰去认都改前日其節儉>都是奢華欲閒以致 



Jjgs8ash M^n0ktsv 

斯怕他共 
波斯交戰 

共提比交 

XJ 

/IV7- 

▲1 

者毛禮其代講賣完^S等官員貪賄賂毛論是张55顧王WMI 

a雖然欲變氣郇舊底其氣習仍原着鱧lk是各國其 
gfA>伊其風俗規風也澤只滿衰微>至_劇擺共gg交戰| 

時槪雅典哥^^庇_®!^各鼠都起兵.^3因此_,趣画 
悟、毛法的共一一立約收尾查伊所立其紈凡着小其爾 

利尼城都歸波斯管仪定各城自主其地不許伊合禮相助>仪定 
刺^5fA,ii衍渚槪要緊着駛各城謹兒以後gg■共^城 

務咬戰其瓜_務二隻认務才情共勇九一隻各_^^一 
爱^^管 l^g!:skri共 gg^fA交戰時 

助遞況.因^51A干各城歸伊管Tk仪因®^拍場 
普拉提亞城者城放是共情誼盡厚放此雅#!认怀助§ 

就共斯怕他立約收兵後斯伯~他兵入、©_11放此_§^ 



曼提尼亞 
交戰其代 

編苦惻其 
戲文 

希利尼 卷二 五八 
>M“ 

共伊怕米南大滯兵抵敵伊交戰落魯克他地方斯怕他兵輸去 

毛箬附^^米®A地艽值至SS1城面亂者城 
約畧五百年許临昧務仉敵敢梨拍伊>時候_51老王 

西雷悟起兵抵敵伊就是葡娘fA伲仔也都掏家私上城伊怕米 
®驚賣嬴就收兵地东救許塊其秦_灕_«认 

其重鉱後@*|^^仪帶兵入__就.8§_共_ 

怕他軍兵交戰大赢可惜仉敵其刀務刺入胸前一拔起氣就斷 
第十五叚#!slg文字巧藝口才其代 

各國交戰時槪文氧巧其一工氧運好其口才辯論ik務 

興起儺做文其认務三氣就是it否—猶itM^sli#編 
戲文盡去苦慨駛聽其认儺傷“因爲欲檄认其勇Ik責循呆其 

風俗勉働认傲紙演戯時氣假使剝裝做俤队伊其衣鼠共講話 



4 

編笑談其 
戲文 

做史記 

學習口才 

5 

德瑪斯提 
足口才出 

衆 

擧動的的都盡像可比者认着面前一樣放務做文其YA名 
^一一^編喇笑談其戲文駛认看_€是鄙笑猶«®其戲 

文毛咴仪笑假賢人怀1A是张連笑離级毛才能治亂_MfA 

盡欲看戲多的務華麗其戲槪若使務富认欲討衆认歡喜>就出 
k >) v>'147^y _ _ 

錢請认看戲O務喇fit奧，^i±!'做史m記^®共11交戰其 
代伊也去別國將所看所聽其記落書仅務圖西代氐看見黑嬰 

_所做其史都:*紙就也將共1®二汁J、年其交戰 
做史私以後紙画賴來繼伊做史詆II頭至交戰其代 

禮止‘ o mfA平素務口才其tf各城儺辯諭國家其仉傑服 
认其心、就儺落者1®!^大權椭故此多的設學堂>駛少年子萊學 

者口木因將換#!!«?屈居多務出名其辯土有時指出風滞满果 
有時勸认改者呆其法氣有時檄认交戰第一出名ll就嶽 







柝提比城 

柏臝波斯 

5g 
9^ ^ 

I _ 3 I-P希利足 卷二 

划管T,以後剝起兵去拍1S就乞一隻保駕其親兵刺死 
第十七叚亞力山大其代 I : o^i. V _ __ 

/ 

刺划M是臟划王其仔y$ 11 I伊做細時候做斯他特勒 

其學生>一 一十歲接伊郞罷其攸帶兵__遽苗人那時.希利尼 
认1A傳死老就欲趁者機會ikM?is其管束就拍 

者守銜城其氣创野偭队共_11]!^其JA也招 
兵預備交暇础划聽見就帶兵將城j厝都拆去⑹六 

千队賣去做奴才其務三氮IslfA受 
三十 

四年 共伊大臣子四個认就是泥_勒！% 
帶歩兵三氮馬兵五千> 至_a地友着il:g一河共 

一一大兵交暇大得脱學將換小ml大胤都歸伊管T,者地 
方一各城其仇都歡喜脫離一一其管朿甯願歸落亞力山 



/ clLu/yy^ C 仗’ 

2. ^ ttoL^yii ^/)mwi 
3 J ^uj 

斬開索結 

伊蘇其交 

柝椎羅城 

A 

、起亞力山 
大城 

|大着勾底恩城務舊王其俥一架俥上勢結一條索結盡有解賣 

I^傳if務神指氣悌认儺解者,m就«管的®!!全地^ 
大聽見,m駛劍割開索結其位瘋衆紙就講伊的的做®^ 

帶兵過^_111,截欲拍 
^#pplsl_親身帶大兵抵敵仇着M地方大戳兵 

仍！^得羸S1王趕緊帶餘剩■oiK走去太厄皇厄共男女讯連 
各七J乞伊奪去國洪見^^1141大只滿氣仅 

kfs交戰都驚仇歸伊屬Tk郇城其乳自藉城池堅亂出力抗 
i務七個月日；^临至尾也敗_$就拿gg乳賣去做奴 

才WA厝都拆去以後_|1||大帶兵至si:;AS_1A欲離gg 

1重鉱就歸屬方_大就落f河cf起.一座新 
槭名亞办山大a後推猶其生篆多的歸者據伊光景放赢去前 



1 

4 
z 

至猶皮特 
阿們大廟 

仅柏波斯 

从/夕} 
7 -/V 

/ 波斯王觉 

亞力山大 
征東 

TE11 P希利足 卷二 六四 

年n^a山大落埃及立國法以後帶兵ifll沙漠田中 
至MS:S^K胤廟鱧祭司尊亞力山大傲神其佑從 

此東方属％镳現咿乳毛喇怀服仇到^|叫大双激供共测_交 

靴經過51M娜二條齓11王集大丘ikiHI#平齓比■ 
利尼兵務二十倍許俩落阿比拉高III米拉一 一、位處大戰希利尼 

兵仪赢因只二囘交戰其代巴比倫_培您裒利各城都歸亞 

力山大nMq得財,«無數波斯王走至m克J^1阿山野其位處乞 
伊臣rfrbl瓣创去‘脚素就假冒做王‘後__—尼兵拍專gli拿仇 

奉础^R旨釘落十字深f^xl務拍務嬴勢就莽亂以後 
自帶兵征嵬路施山經胍山頂務霧路怀好粃因 

此將官兵士寒餓死其盡_海大山嶺其位龜也都服伊‘就派 

认鋪路sk致更益來往>仪起新城Ik集遠近其客商^^sl欲 
«)N1)IIII....: -—lrll-‘ -llfl.11:., • .1 r- ' :-- 



?> 

赢其心賣知足仪帶兵去拍印度查印度认務勇力儺交戰比波 

制國湛紙澈艱難赢扒梛__大跬頭限奪許偭堅固其蒸後 
至河蕙那時候$$分做幾小_齊務君_嚷中務投 

降郵办叫大連助伊交戳惟獨務一隻操權其君長SI曰着一^ 

SB河遙預備精兵共大氱防備础划IJ4!»過抓挪刮办|1]!,大帶 
兵環出伊後％_散伊其兵共氣拿is㈢以後_叫大仍原仪 

去拍東苁欲撕—偷河邊大地灰者時候S1458其兵怀肯戋因驚 

I毛的轉雖然怀歡氤毛法着體衆狄洗鼠就收兵囘 
轉風仍原毛憑舊胳仪趁一條新槪兵至__乱就做舭一 

半坐舭一半環岸禮粃直至^一寐W11A落務洒位處派丘(攔 
1!种M!兵其路1稍抱兵莽拍莽赢一 盟派船環 

至一一海晚親身帶務牺其旯歩行過#11嵐_大沙攥至测 



國 ft巴比偸 

做京城 

< P希利尼 卷二 

分四下 

亂着沙漠其位藏只偭兵因受飢渴寒紙死去其I 

大轉至3^#就立者城做京狨欲將拍赢其各@,共#利尼肩 
合做一紘仪欲得11民心‘就學以前一一王其|$乾當時辦槪 

請只偭臣乇因貪酒毛調蓠得大病死去論55?大欲將各ki 

合做一紘就是駛遠近各國生意興吼仪駛葡®風俗教化傳 
:至各亂 . 

第十八叚_,$所立其大國分開其代 
剷龙I1J!大臨終時槪臣子奏徵悌认儺接只大其位强 

惟獨務才德晃11坐者攸就獲蓋印其手槪賜伊大臣子 
BII仪立伊傲先_二隻細讯因此$2%操大f時候侧 

®!输總理^^廣兵去拍仇欲奪伊怀寿遣吃 
管下其兵创去a1^^^®!1^槪當時管其^<£養 



第一他勒 

第二他勒 
密 

M管■ 5^其大臣爾®s管哩扉fflai其大臣瞎—3德耳管 
種其大口JS隻立翁合其拍 

務個年其交既1 I?I落小HSI境冕5®^地方大戰 
翎拍敗死落_规後^¥1做WS王做叙胳三 

輝II儆 §a#!_s,^®#l做«1®^ 典小大地 
o 

其王 
第十九叚朝其代 

As . 

侧S做仇務才慨勇九智氤_緊治國駛生意興旺亞j山大 
亂就成做客商閙熱其位覷仪起大書隘請各國博學其乳蔚落 

主前一一百^r尔^rtirlf,®交赛l^^El坐—主前一一志趣共伊 城裏?'!!i侧類於位讓乞仔稱做第二他勒密Ifu、 
郞能一鼠讎駛文風技緣更出也將,#種其書放落書路仪將各 

種異樣其野獸放園纖者王坐位時貌務博學其认將舊約其聖 
;!! 六七 



第三他勒 
密 

第四他勒 
密 

第五他勒 
密 

第六他勒 
密 

^^名贫七他勒 
J今r密 

希利足 卷二 -LV 

総本來是#!顧其竽就翻譯做聚®其I!f伊仔第三1勒密 

接优?ig是一隻務才款務道德其國乳共一^一王交|%_ 
處大嬴前%^1:別王拍_測奪伊神槪搬去1135伶__3 

仪由s^itl!運轉本亂仪將許偭其書放書院麟並且用盡好 

法鼠駛國禮生業興起第n刪S接依iiMfA殘忍j仁氮 
创伊娘奶>共兄弟伯父所有政事都交乞所愛其臣子料軋自隊 

娜償酒作焦第五他敬密隻五歲接他叙利跑王安太幼庳共馬 

«!!■王^^梨拍_備咿幾位_屬國後^國藉強硬千二 
m jn&l者約所定I就t其諸姐吼乞SS.贤做y〖馬地塡 >以後满王乞, 1A用菝 

區U糸艰_fi\毒賢六，他勒密接位t前一灵-H年、做細時候''伊I奶他、代醫政極霜環壤伊妪 

奶见就用二隻毛本事其臣子料理國政、起兵共交1拍大氣就拿斟石至伊國紙他勒势it'ij耳某艮自 
家立做1.就起兵拍58©1€'箬賄^5^駛叙^^王安士幼茆、收兵離§^境界他^^^放轉國共伊弟齊料歡國政，以後 

二個扒就趄相篆MS議院分俅其國做二T»駛管g齓管1^所屬^^^第七伽1|密接位、主前一百 

四十六；^做仏狂暴淫良百姓稍伊做凶惡其囚亂k位聆皆國家衰亂以後都毛才德其兄全主前三十和乞拍赢做评馬 

亂見52史記、第十六民 



安提怕特 
耳柏聨合 

其國 

7 

喀三德耳 
奪權 

苗人作吵 

第二十叚希利尼國其代 

征東時候fI?I命安提怕特耳總哩馬其橋地方至刨 
力山大死德瑪斯提尼共亥培耳底、勸希i利尼許偭國着聯合立 

約齊出力脫去馬其糊管朿安提怕特耳就帶兵拍者聯合其國 
起先昧赢後添新兵去抵就拍敗者聯合國其丘{货—提1怕^就 

.綱_廢去民主其法览仪派兵鎭守者槭仪刺將辯士 p^l 

提尼一帮送去馬其頓做當德瑪斯提尼聽見獲藥償死因儎的 
死怀做S怕特耳其囚犯安提怕特耳臨終時候將國政交乞 

^^_哥堪細仔ftk哩政事4k箬眼 
其仔^lyllpr奪伊其•«柄將亞力山大全家都创去IiJI務^f 至主前二‘ 

® 一族其苗人由北邊入馬其頓其境界落^^吵擾勢M飛 

其蝗蟲‘第二年仪務1數苗人入梨吵癒拍敗_|厄丘〖至^6 
mm 



I JJL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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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v^co^ <^<y^uC) 

第二册力 
主 

®欽差立 
約 

共派魯交 
戰 

連城立約 

r 

ILL UHii 
希利尼 卷二 七. 

意思哪、梅德■斐■其寶物挪百姓出力抵猶渺;a後隻拍敗再 
後祈_31國王帶兵至甫_威吵蟛其地苁欲 

拍^一期槪1SS王就落城外其山地札tl城裏 
其奸細暝晡開城乞Ml#i其兵入主那時候百姓仪開別隻P1乞 

也帶兵入去二邊其兵屈卷禮抑§受飿以前投降 

其兵也轉去o着亞該亞地方務_利也城十二座立定相助其 
約別城也漸漸歸者紈因此_一11||_全胤務一大半歸者紈 

惟獨斯^认怀歸後只個城合禮共伊交戰連求§1«!王第 
一 勢、起兵梨助^^拍既葡^^死倦伊姪第一II 

7 i 0^ 

力接位那時候希利尼北邊伊透利亞其地方也務個城立約相 
助就用兵吵擾膦近其亂共1S1其連坻合禮拍佻務四 

年其交戰那時候^一共瞎頹*s禮拍»|办派使者共ilpl立 
.-H——..^- —- 



失去大權 

皮耳西悟 
王 

敵陣拿去 

苛虐待者 
尊貴其仏 

2 
柝哥材多 

,f/ 

相助其約k«脚5I預備野偭戰舭去拍，M§大臣子 
帶兵守紙 @乞伊狛敗 >法的船都德就帶兵由陸路走轉主 

霊前iin,九++Is 羅馬兵落*!«!©I法秈地方仪拍敗^其兵>伊 
x\^<ou 

潘咕;ty^烟各國其權概仪干伊進貢55亂||^馳^!其仔 
皮耳®f位4八年羅^!!Iij院派兵梨抵交戰四平昧見輸宮聽 

後落§挪地方二邊大桃Msl^g其兵创去二萬拿去做囚犯 
其一萬活拿者王懈连城以後gIS欄變做屬il,gif欲得 

希利^1全地就吿亞該亞連狨講伊務助兜slgig共S交靴 

,©此羅馬駛連城一千尊貴其fA梨議院禮等審策一至並毛審 
氣也毛放伊轉麗锊許塊十七苹至放轉梨其時槪娜JIJ三百fA, 

因此務怨恨.^^|動百姓起兵共8^交跳85大臣^^11 J - ^ -U |\? —> - > FT ly、f\ -ipi 

帶兵落附近SSI其位處拍敗一岛奪城裏其寶枞城也 

_ 希籾埂 



希利足 

7 

u 

拆平地去Ilsi後_旭全地也做_其屬國 
孤 

第二十一叚西魯庫朝其代，_、1K: > 1 J1 

第毫llir第一 ws自家立做五由f]s»3c戰以後獨掌叙利^ 

第一安提 
歐庫 

第一 一安提 
歐庫 

第二两魯 
fl 

第三安提 
歐庫 

第四安提 
歐庫 

國其大權桃命f個、冲胤澗佔新胤仪起務俩座新城 
以後頂興旺—激遲J王吃I 1\ 

创死伊仔第一&1樹8^接他坐位時槪15_族其乳入小j 

一一其境界剣掘ii靡共伊交鞔務偭氓㈣r者王Is落戰齓 

故務第二_»!膝第二前後接仫那時候共_王務 
交戰其K乞拍贶^^货glg^接你帶兵^一^、乞SS 

其貌就去奪s^wss廟其寶概做稅鉱百姓都j 
氟就创仇第四也乞呆其臣子謀害#;四勒靡接仇 

/ 



意大利地 
勢 

各族分居 

0, 

^ 11 i伊做fA蒙陳仪毛落當帶兵去拍埃及時候JA莽暢伊死J 
^认聽見者信氣都盡歡暮務IA將者代共王滿I£就大>受氣 

起兵拍入91_盡行创认奪乇後務価欲除 
伊拜上帝其離再立^^抱拜神明其現矩後細利跑常常務交 

戰其代>或是共隔壁國槪或是共屬國抵因此者地方分開許個 

小_sir都乞國拍貺變做S5其屬軋 
第八章論81國其代 

第一叚秈在早其百姓 I , 

地方是一隻土陕由北至南凸八5^海¥卜帶_甩 
1山南北將地分喇界限一fR!北1祕江^^務 

舊底蔚其5^族渚薇■孤汾琚嗜纖灌^^利葑其務偭 
族其队務大權柄並s-5ss«tl&0KEl,各胤查S! 

羅馬國 卷二 三 



,Z ^cdkAA 

/IrUC 

4； c<rn 

立國其來 

起羅馬城 

聚蒹走犯 

P 羅馬國 卷一一 七四 

_脱所葑十二狨務連合齊憑個■其制ffg管朿雠做 
銅鐵家私起槪昶胤開路Fr近太^s河南界務_(施.11:1聚 

一堆蔽共總三十二城i合齊M同樣法度獲阿勒巴,«_城做 
虱着南界傍海凫多的務1¥^认所立其城亂 . 

第二叚立S5國其代 
B, 

BS迤廟其玳虚共K艱難都信M1A傳講起先務啊娜’巴満一 
城其王努米透耳乞伊弟遂灘；^位仪將伊諸娘仔利阿 

送^1_做童眞丸後由_脈神生二隻佑一隻名_5|魚曰一 

隻^1__1|非叫_其家叔扒像將只二隻仔槨落河邊*^狼 

栂獲腧唤仇以後務牧羊其认看見就抱轉厝養伊長大 
主前七百 

五十三年 起#^她伊弟@笑伊■將換其城儺阻的认吓講完跳 
落城下、跋地禮死去§翱聚隻所走其囚犯講若使认入者城 

■_=- -■■■! 

一 



設計討親 

努瑪潘皮 
魯王 

圖魯接位 
柏臝阿勘 

〃巴共蘭嗓 
心安庫瑪提 

¥悟王 

心皮斯庫王 

做許価大 
^H 

川特利悟王 

儺保的活命毛箬附歸伊其盡偭可惜伊中間毛一隻‘諸IMfA羅 
就暗柄設It出令操練戰法>特意乞外斗fA梨氣MIliIA暗 

柄起號一认奪一隻諸娘免干伊配合因此纖KifA梨拍1S當 
對陣時恢所奪其諸娘乳審至兩陣中■齊講怀駛相批我各认 

願做51认其老小放此煞去交—戰後isfA共nfA立約合 
做一紘 - - - 主前七 
百年 "«|_魯滴着11潘皮魯接位立定律法共拜神明其 

現矩^lrIt#k^w®^接俛共s觏Eligl交靴15认得 

腺除伊其據將百姓移去sam5ll^slIi璐掘■接俛者王拍 
赢鄰近許俩城將百姓搬至乞伊田胤郇毛.*mEg其 

羅一itix一樣因此務鄉紳民家其分別者王死後務他盔尼悟皮 
P伉_公所基地仪㈣好§城裏暗■連許偭大工後乞 

认创去伊伲使色偉悟特利悟接位將下等其百姓分三十位處 

kd?哲.S .監 羅馬國 卷二 七五 



將百姓分 
做五等 

他盔尼悟 
蘇琦布王 

二雙官料 
埋國政 

勇兵守橋 
V 

#怀鵞死 

羅馬國 七六 IT 

每位處都務喇頭I仪將全_其1照伊業產分做五等每等仪 

分一百认做一撕以致便益收稅選兵S番分等其律故富其儺 
多得權柄>惟獨遇出兵時候伊當兵也毛乞伊糧偏^:此世家各 

V* i / Irf!^令rr£ t_I_ 

认怀歡喜者律法就共相量將王创死姻_ 

悟就得王伉者王拍赢M胤駛伊歸着S®仪起城裏其公貺 
娜伊心志高氍欲將大權柄都歸本臬百姓怀服逐伊離王俛以 

後治涵淇拓每年議院公擧二隻官料哩國跣_ 

尼SI誘齋國王拍*!!■§拍轆務一隻1顯兵保，守 
一條檻抵敵仇敵¥ss兵都過者檻橋就拆去：m家跳落衣泅 

過上臬仅務一隻兵偷得入仇敵營禮欲创5SSS3E,创鄭梛 
创伊臣子\乙王拿氰王重重嚇伊>欲伊憑實講创王其意田|者兵 

將自家手凸入火中間S明伊怀驚胤怀驚死王看#5兵只滿 



世竅苛虐 
百姓 

百姓公舉 
諫官 

新夕鈉圖 
保國 

硬乾十分苛m就共伊立約收兵查者約a馬认着將田J三份 
其i仇獻乞5SS1认仪遂认做霡03時候世家操權嚴定 j 

律洗遏制百姓遇務出兵着放去做田其你自家拍算兵器糧餉 
因此着借t右使務欠世家錢債過期毛！i就j將田產歸乞世- 

策百姓隨處傲奴尤替伊耕魏至附賣當的者— 成就離羅馬城仪 
立新槪世家駛使者勸伊轉亂就用比喩k«話講.1老郇共四肢 

相爭全體的的受篆意思是講上下一氍怀通相策自只I^各世 
家應許百姓揀選十個认做钇務m諫其責任->f使議i所定其 

律洗務苦累百姓其就儺廢屯仪fl阻止I Isis兵納税其化雖,#務 
t換議定世家共百姓仍原賣衹因此#Bkli權柄莽j微主務 

一囘世家做元純共肌敵交戰兵_樣伊軍器③自敗'E世家 
t I那每候、拍劁良務^從北勢釓務剧■扣^1?*?南勢梨、務一回_ 一'—兵圍&方 受凌辱法^—il產難$間、i權耍义濱■伊II鶴漂圍qtt—伊 

vUL.\ _•TN:—_,-In'1 !' .—-，—厂—„—.1— 

I! 1- r卷二 七七 
14马 I監#羅馬國 



3 —P羅馬國 卷二 4/\ 

世家行政 
偏另 

訪希利尼 
國律法 

盡悻 

十雙官操 
權 

萆老丢起 
邪心 

顯闊地界 

當時因毛定着其律佩世家判百姓其代娜M判官其意>見多 
的偏九因此百姓欲世家寫明律钒駛判j務章程>世家_ 

怀肯寫肌毛法乞百姓硬傲議院就駛喇宫去國^E伊一 
律洗挪揀共5S1A務益J:〔議院就選十個认做,^擬定_馬律 

洗一年中撕所定其條佩认都歡«,因昧離總淸楚繼一年擬 
1土第一 J年口(十隻官相爭操歡苦累百能硬佔官他百姓大駛 

是十隻官中間其一拿晶看見一隻民間女子盡生|>就起邪>1柄吩附朋.講者1痕r>ff 

十是伊rm伊朋Ili&I護SI裏1是^^本费產I娘仔—原主J 

Ilf&lls伊以後百姓千議隞將十隻官逐此律肩仍原憑舊藤 
隻着監禮償毒死去^一隻官乞认處死其餘八個认 

都問違友 I 
第三叚58认共B%1X交戰其代- / 

當B5鄉紳共百姓相爭其時恢羅馬兵出外交既拍赢務個位 



藏開闊地晃一槪乞HS兵郾十年許附隻拍疏將城裏仇 

嘎辣认柏一 

羅馬 

也務创去也務拿梨做奴木者時候務®®认起兵圍羅馬北邊 
其觀IM槪者城其认求认帮肌认毛起兵去fm駛1 ^ 

者共nfA講机伊昧就應承使者就助者城其从儀敵1711辣_ 

世家共百 

姓仅起相 

_认大駛他收者圍城其旯直頭梨拍羅馬着阿科亞河拍赢就 

趁者勢道直拍入55溉將城燒去创佬认八十隻其餘羅馬认 
都入內城防免務_^1^1¥®掛帥抗拒七個月,0因HJA 

多氣連_藥纖共_认立紈議定罰黃金一千笊稱金時恍 
元is:tll力將自家寶劍放落秤上勢1M思是誇者劍儺赢 

gsfAk後幾十年中間毛想交戰受燒其城再起好者時候 
世家仪欲行遏制百姓其律洗®fei欲救百姓脫離世家其苛 

息各世家就誣吿曰_悟、講伊欲得羅馬王位就定伊死罪由他 

isF ■JIPM 
•r r- .PT4 

羅馬_ 卷！ 七九 



Vi ip羅馬國 卷一 八十 

共三奈提 
认交戰 

‘_膨一石擲落死志折伊其厫大毁謗伊名罄因此百姓立意欲 
共世家齊操槪十年其中間W家阻止百姓意itnll姓所立其諫 

-鼠大抗拒世家料哩國政只個世家毛法的，隻准百姓齊料哩國 

第四叚SBfA共鄰近幾族交戰其代, , 
大半是盡鼠fl交既近山務 

共拉典仏 
:夺戰 

H奈提仇 
仅起交戰 

當時住落跑卑龙奴山，aj 一奈 _ 

平坦其大地攥励陴者地.淇1M犧i^gnJMls!^ 

龜就求一一靡亂因此就起兵拍^^落地方 
MI兵得脱後M族背以前其兩邊其丘Ai陣落 

_山T.S®元帥身桶白衣篡騎馬跑入仉敵其限大勉勵兵|±, 
> .^^立相助其約彐 因此大得腺以後族連附近其各族gg k 

^^认看權勢興姐心裏妒忌就共羅馬爭地界其化務5C 



共派替王 
交戰 

法庇西悟一 

其義 

戰約畧三十年彐^1.族认雖然求別族帮助至尾羅馬赢三奈 
據共各族都輸去o以後^兵去南界弗3511城交 

戰者城是〖fslfA起基盡鼠梛百姓欲安閑怀欲相抵因此去 

請51S王_梨助涵魯帶三萬歩兵二十頭_象梨拍羅11 
?Ii§二囘對Fl;n㈢儉儉得赢F多藉者戰象其九SS兵雖然 

勇也艱難共者象交魏故此大驚第三囘兩邊排陣時候元 
帥法庇西悟得一封批開起看是派魯王其醫生所寄其中間講 

1 ..b*Vi wi --1 kM V# 

羅馬元帥若使獲務個金乞我我的的駛藥毒死派魯王看完就 
駛认通知一@玉§聽見盡靑特講S1日頭離伊軌道比駛法 

S職離伊公義其道放容氮學將槪將前二囘所拿其丘〖郡放 
伊轉去>卽刻收兵去再過三年後仪至1¥稍共一一兵大戰拍 

槪就轉去本亂自只塊其南勢都歸ss管 

i _一監■羅蠢 卷一 



两拉庫斯 
其生業 

^ I委逢P 

共瑪米太 
足仏夺戰 

晾頹基戰 
船吵德 

羅馬fA做 
:戰船 

羅馬國 
- 

卷二 

主前二百 
八十九年 

藻玉叚頭囘交戰其， 
着gsMfil務^^1A所起其一座槪名^8^生業十J 

興既者城其fAk共物因爭者t|其權槪常常務交戰itkt 

島內務一風名把守¥蹈^1服怀服®就 
去各處创认拿队脚捌起兵拍敗仇連圍伊^'lM!尼城 

iI尼从耗进球ssfA梨脉88认趁者,II會望得者@ 

氤就駛大臣帶兵法I仉敵其兵拍鼠後Hxi^ls 
al其兵> 再後拍破讓霸堅固其城> 讎兵落BBlgl氤務拍 

務赢者時候_*»其戰槪落海邊吵擻挪i毛戰船 
抗拒仉齓也毛认儺你幸的得gl,s犯風其船一槪就^者樣 

式做一百三十槪仪H面傲活槪用鐵鈎鈎着仇敵ksfe由活 
橋上共仉敵船交戰__认笑伊所傲其紙怀好a想容易得 



羅馬二雙 
元帥得勝 

三提昔大 
敖羅馬兵 

羅馬兵落 
、西西里島 

柏蠃 

赢？交戰‘1大赢拍破伊戰船四+:五條!s?¥馬 
魯曰二隻元亂坐戰船三百三汁槪去潘!!#|辙^欲奪伊海 

面其權祗IMS二隻元帥&共^^政戰船三百五+ 

槪兵約畧十五萬對敵落海乱BB兵由活橋肩上仇55船大 
得脱拍-MRt!類S船沉去三十槪 >奪||^十四槪船至 

__海邊K価兵上嚴拍破徳_施仪拍赢城1 

丘〈一路吵-1111至H1城T.fil^s认大驚求¥魯1兵 
願立和約煞去交戰«!^^藉伊兵亂故意擬定幾條諷嚇5-M其 

魏ilf_认怀肯憑者紈就獲保城池其權祗托一隻_剛元• 
.帥itri$伊就帶所屬其一¥一丘I1自i操練其l^ 

去拍大得胤85兵也務创也務拿裂郁剩二千认走主雷 
S也拿梨關鼠11兵船務二囘犯風拍疏就想落海面賣得 

卷二 八三 



駛雷古魯 
講和 

甭古魯轉 
去喀頹基 

務価島歸 
羅馬詧 

P羅馬國 卷二 <四 

宫廳以後幾年SB兵落島拍敗瞎頹基兵创去二萬拿戰 
象百上風slIIfA毛力再靴就駛fl®轉去講机二邊 

受拿其兵齊放槪先駛®i#lm齓假使代計賣版仍原屬囘頭 
轉亂轉至本亂講明來i就勸議院官jM將換槪連講 

5讎兵其九毛箬g剝鐵議院{@憑伊計戴怀共仉敵il^ 

交戰其約就講伶着轉議li@切勸伊莫主雷 
講我已經詛嘴T,怀通怀槪就轉屯懷颓基认因所J6算其 

賣机大駛性毒死fl®曰以後SS1A題錢做戰船二百條 
至主前二 

百四十二 

年羅>^1戰船拍赢SSS戰船瞄—基計窮力龜就共羅! 1立約。 
盡偭錢a前所拿其兵放轉就收兵離西西里島 

第六叚簡共第二囘交戰其代 
相和以後其勢日日莽太連海起先屬瞎頹 

^ ..II-. J- >,■1 HFaillfl i J 1. Jijl 



柏臝嘎辣 

汗尼巴勒 

i 

撒根16城 
其认滅完 

汗足巴勘 

柏羅馬 

*|其許俩島都歸SS管下?|5|羅馬共§族交戰i部後羅 
阍填大嬴因此北勢其11大地也服伊者時候她米瞎耳至西 

起新撒欲復轉HS其基集當伊仔隻九歲時 
槪帶伊至祭壇訊駛伊詛嘴^氷遠共8^做仇敵瞎頹基认落西 

g起一座城名新Mill者地方務_如认以前起其城名 
貪<； 

«1#^_共者城立約欲駛瞎«!基认着西班牙毛生業者時 
候ST厄§年已經二十五氟帶兵圍城裏其HA_ 

策惟解者亂許個认就帶伊所有其七自家燒死其餘乞«tl_ 

兵创去xlrffl尼§帶兵六萬洪戰象三十七頭過必爾尼斯 
山‘入H大地友伊弟帶大IS守哺班—牙其W方ffl 

尼11#拍那截路其苗人過1制»11|,入¥1大_、者跑«_山盡 

萵山頂常常務冰if盡危險跗溉伊兵死去盡佤邁乇其頭性也 

_羅馬國 卷二 八五 



落他两米 
努湖交戰 

法庇悟設 

落堪足交 

汗足巴勒 
落喀昔阿 

過冬 

r人金P羅馬國 卷二 /\六 

務個死去fflmi®至上喊共85兵拍二囘都,mnl辣认 
也ilfflmlil#帮助伊離111廟其權祗就共伊合兵去执第二年 

汗尼巴勒過此落81^8湖邊交鄲仪大嬴 
元帥連大半其展其餘迫落湖禮浸死以後11大元帥法庇悟 

帶丘(共aml®對齓掛^因前甚兀帥屢次拍槪設一件計 
策怀共仉敵排陣交靴«洛仉敵營左右設,#偭兵攔虬仪派兵 

去截/伊運糧其路‘想敵兵，就賣戰■紛亂敗去梛8#认居多賣 
擴約^g©務謀®S驚誤交戰其代>故此至明年換別隻元盹i 

地方二邊務各樣其惡跳BS大敗傷认四萬零雖J將槪 
議院其官€原志氣剛齓剝想赢仉敵S廢迦祇拍算ksfr畐大 

冬時像汗甩§兵就歇落南遂應裏者城十分 

富私兵聚只塊飮食安齓就變伊向前其也昧添新其 



Jd 

羅馬柏破 
西拉庫斯 

城 

柏破喀昔 
阿城 

哈斯督巴 
勒剑死 

:、i \两皮歐tf 

，萠枵勝 

兵帮^^一#^¥南界共画画里島_涵_現羅馬落堪尼地方 

大既就背兀帥_#|帶兵至一_里島 
3 4 3^^ V* AXJ、 

圍西拉庫.城S裏務一隻本事认名_、勒，鹿用務_方法保 

城三年許临至尾乞11拍破创认連蹭躂；_拘葡其榮耀就 
絕主%Issm也乞si兵拍觚百姓賣去做奴尤貨財業產都 

乞伊奪去其兵勢日日莽危慨伊弟#«!#ls#自西 
WR帶島趁伊兄所断其路至欲共兄合兵怀存意乞顯 

3^ 

馬元帥革老要風_攔禮掘伊全軍都覆沒创哈斯督巴勒其頭 
擲入ffl尼營中間其丘I#雖然衰伊仍原務大 

謀暮帶所剩其兵、落I¥R1南鏖抗拒1®大兵至幾年許临以 
後刚旭WH#帶艮逐』lllfA出1W®仪奉議院其命 

過去拍一一一趁伊毛預龍燒伊營蒸_!!議院手乂禮毛法 

_ B隊_ 八七 



立約收兵 

希利足幾 
國乞羅馬 

拍敢 

叙刹亞國 
乞羅馬兵 

柏澉 

就召園q勒其丘{轉梨保護城池gi觀共fflml巴勒二邊排 

陣落其平胤__其丘〖大半是昧練熟交55皮.Itlit 

兵是久戰沙攥tfl尼雖然調度If方疼主尾—乞一^相账Ipll 
就共靈立約收丘ik者約1:^]_將_«乐其胤譲乞顯 

一:、戰船隴總也交乞讥仪賠許個鉱仪駛sl*i1A發蕾以後m 

怀是SS准讥就毛擔當自主意共別國交戰«!lr再過幾年 

走去叙利亞國禮 
第七叚SW兵拍敗_,尼共叙利亞連淑瞎頹基— '纪 

#^拍敗¥811;大務烕風上文務講塌^王第二勝力I^ 
®s—勒立相助其綠因此SB共_龙務仇戴就派棚 

龙以後陸續敗葡_幾凰駛淦她都歸M就名做刮f池 
^ 10侧SI跑王第一 一 S^_A曾帶兵至潮_齓助伊 



羅馬认尋 

鏠交戰 

交戰/Ns 其兵拍敗轉I就追伊人小落瑀革1M1^ 

地冬一陣其兵大既兵大赢ll^^lgJ5‘將， 
氣共國禮戰船獻乞羅 

81 剝千lalflM1王將 

娜汗尼巴勒由劍利亞„ 

1C®主母 

怀甘願受■馬凌 

去• o SB拍赢S61I以抵仍原結怨時常欲尋縫交一 一 

類 兵_ E 
fflIA求羅馬:\ 

剝滅王奉ss旨意屢次佔_類I 
—： 7 仇講伊私下預傰兵士是背a望嗜5 

/ '做鼠__落酋 
1將軍裝家 

仪揀鄕紳三百^送至纖 
圃Ml島務兵八萬一：谷易過海拍Itasi千 

^|土毛槪就憑伊去槪_放刹千伊拆去城义 私交乞譬 

A 
喀頹甚1A 

出力保城 

认受將換凌辱 盾鼠離诲口三十里起厝蓺怀准伊起城瞎_ ， 
就大受氣蠢勇霞1_邊雪豫豕 

；!隹导醒 卷二 八九 



火燒喀頹 
基城 

學希刹足 
其教化 

ir羅馬國 卷二 九十 

钆就拾石頭叠落城槪預備抵敵一一丘〖仪將銅鐵家私鑄做軍 

器‘剪諸娘fA其頭/鼠辨做弓弦▲連船禮其,m就大r& 
其精兵幾！i對拒四平8®其兵故禮昧鼠至尾,1^|_伊米來 

551努帶兵拍破者槪落街中大戰六兵大赢將4 1裏其厝 
都燒東直頭燒至十七瞑of學將換早年極興旺其城，變做荒廢 

其胤故剩務五萬fA,都帶至顯1!做奴木從此瞻_基全地鄭歸 
S 

第八叚羅馬風俗共文學其代 丨 
llfA本來粗傲昧受肢乇教化仪欲交看重學齓自拍 

#1_购國I務一等顯1!仇欲學^1M1文芊就請伊許塊博學 

其1A,_蔚SS連帶靈巧其壬‘駛fAM樣式去槪是欲駛 
S3變做務教化其亂國中學問雖然興姐挪富其认都怀學以 

4. 



欲憑古法 

前許滿節慨就變像別國其奢m故務一等其JA阻止者改變其 
仇！|怀通將本國好其風槪換做別國呆其風俗務一隻出名其 

大官奢華 

fAk名出力阻止者■稍ml其教化有時羅馬逐希 

5!通博學其认出il仪嚴定律法、禁番奢载, 

讚BSfA前輩節儉淸廉其徽欲駛认再M古早其風俗郇光景 
|已經變邊T,毛擔當再學舊底其法it0 

第九叚_认德狩衰省其代 , , 

#5國勢莽興亂世家也莽槪伊權柄也莽大國內大小其官隴 
連尊貴榮耀其勢力>毛喇怀歸着仇只洒世家娜願羅馬共別國 

務交戰就藉者交戰其化儺加增名歡富氮i四方屬國都受| 

B5大臣子管伊手下多的務細其官共用幕者大臣子郇看重 
奢载自家看待^君王一樣用務洒方法勒索百姓挪拍算自家 



柏敢西班 
牙土人 

做奴才其 
做反 

Ttr 
I P羅馬國 卷二 九二 

大富就是伊手下其官也是苛刻百姓益自家o_頹基认滅後 

西班牙本族唭?1A大半服3管其中務幾族怀肯屬羅屬苛 
其政事落®I備胤務一隻大能幹其國乳名帶 

兵拍退11精兵幾虬務八年許附抵敵SS大岛至尾1一£ 
督■^1自家想毛擔當得職就暗柄駛刺客创趴11|1」後劊 

西他尼阿I因毛本事其元盹就投旖羅勵娜^^_酿!^ 

抵敵1敗15二隊大烏至尾|3!_帶六萬精丘i;Mi 
闻紙城裏其认出力保守m頭至糧槪就先创自家其蚣仔連放 

火燒盾以後自家创死lllli o着一_里島羅馬兵共fit爾 
兵多年交氍舊底其百&也務创去也務放去別位氣一大牛其 

地歸入1®其世家世家用奴才耕極 查只一等淇奴$是别國拿梨其1A>中間也務落本 

國做鄉紳尊貴其认有峙候受羅馬世家苛虐看待 

就串只偭认拍算做历務七萬做奴才其队預備軍器共羅馬交戰拍四年許跖年年羅馬派兵梨拍都乞做汉才其拍敗後因有 



裁減鄕紳 
其權柄 

革拉庫受 
dy 

合 

耦悟革拉 
庫做官 

丨 --U tD客只偭良也將田產歸落本身用許偭奴才 

其田—漸 Ii 
W時候H百姓所揀十隻官4間務_提庇哩悟革拉庫欲定、 

律洗駚世家田亂務定着其界亂仪欲,s家都賜各百姓幾>敵其 

E,只偭官就想定者律洗儺攔阻我發鼠減小/,s權柄因此 

設計落十隻宫中軋駚一隻.阻1者其律洗十隻官欲 
定世乇律洗的的着同心隻儀胤革私下呌,w姓離 

伍再擧一氮學將锲革拉庫所欲做其就定做律紙至革拉,jt一 

年任槪欲百•触留伊.其任一¥,以致儺禁止只俩j家其權柄保 

護百5咯世齡®px計怀乞.百姓再擧^^,it官至選官其時 
i或fApsss钦桶王其衣鼠戴王其鼠做王、只洒世家就大 

搖動起氟站家私创共跟隨其三百ASIIIi 
革死後世家共百姓f,^^4 

舉革—你蒯淇su 

監 羅馬國 卷一 九三 
一酬 



一&乂 

乞世家剑 
死 

諸革他獨 
掌大權 

買足院官 
速兵士 

米特魯柏 
諸革他 

p^v 

,i;瑪利悟柏 

'I聲修 
4,r 

做一任二钇駛十隻官问心實定務益f姓其律法幾：i只Is世爵就買足百也用别乇詭fh禁止1A再舉伊做昏議院 

玄Isssli做跞大權柄都歸仇有认是革li&ii:alA'以後谷世家共_庫同帮其认交齓至尾共跟伊其三千认、 

都乞世家创釦從此世家其權抵莽變莽丸就廢去以前所立益百姓其抓加倍苛刻价 

-P羅馬國 卷二 九四 

第十叚奸臣lfi做反其代 時候主前一百十二 

年至一百零六年 

賴_共伊堂弟二隻管一¥51國者國着f!#»利加北界是 

屬MII?!他有勇有亂心存呆意i:用呆其法覓獨操權桃J 
剑伊二.隻氟用銀賈足g®議院務洒其苠駛伊莫窮究伊其軋 

百姓1A像就千議院派兵辦伊felwl仪用銀賈足兵七識自家 
交戰時候11得大赢者羞恥其代傳至羅#百姓十分受氣議院 

» Ar^us^r i i i ^ 1 

仅派兵命米特r#做元帥者认品行端正用心駛兵操練"#敗諸 
車41幾軋.li^r®是屬着世象百姓怀願伊成现務^^#1 

手下其官性情硬底務勇務戴盡嫌只価,-t家就是嫌伊 
衣免連所做其K者官轉去M1姓擧伊做大官起兵梨拍_ 

—rr rt 



苗人直頭 
得勝 

瑪利悟柏 
蠃苗兵 

r 

_大得勝_萆侧走換刺他葡國國王巴庫驚羅馬就將諸 
¥|他解送就歌％^靈至尾锇死 

第十1PIS5共一 j族苗人j戰其代 
I ■■ - - -1 i I . ^ u nMMr^^ ^ ^ iF _ 

新二族本來蓺印耳曼地方身高：B汰桶鐵甲皮衣手 
拈籐胤連大斧頭共長飢Ilr只二族认過多瑙河至®^地界 

拍赢95泉後任意吵擾四年內^^认五囘派兵去拍都乞苗 
人拍既至尾囘交戰S5兵A嚴m四萬奴才晃乞苗人瘋以後 

«_帶伊手下練熟其丘〖着K辣地方共圓劂苗人大戰只 
族差不多滅刹完東或创或拿約畧務二十萬认者時候，奮庇來 

族其1闖入上地界者地頂肥伊任意償啜作樂屬利悟 
共別隻元帥合晃大拍赢_1|風其中盡個认自家创死怀願 

死落H1A其手 

迠DL _ 羅馬國 卷二 九五 



;u L(l I 弋1 
(1 L / j 々J，UL boi 
If- C^tui\A 
r iKuj-cc^ 

(a lun^L 
7 ^c^wvixtt^ 

瑪利悟大 
得榮耀 

西拉做世 
家其頭 

幾族认入 
羅馬民籍 

世家共百 
f 姓交戰 

第十二叚世家共百姓交戰其代 k 
霸^拍敗Isrf!他仪拍暮一族苗人大務榮耀其名聲百姓1 

尊伊戰風儀北世家4S售桃因此世家盡嫌務一隻頭乳 
^^#4▲亂膜M5r父戰其本篆仪儺讀聿ml做代居多 

邪槪着雜地方務幾族其队故昧匿籍1S也昧選官入者 
定律法其議乾SW百姓共只幾族槪若使帮助伊抵敵世家其 

權桃就將伊洛:%其名崔8一■龜世家扒傳^換拍萬就起 
兵攔亂轉將各槪郡匿®其•欲大得 

伊帮肌從此世家共百姓大拍三年>创務幾十萬氣毁許個城池， 
至尾世家應承苗紙悌认怀掏家私去抵就儺將伊其名匿輥相 

爭隻鼠惟獨_®族其1A,仍原怀肯放者軍歡差不多乞世家 

i滅SA 

—讓5 IP羅馬國 卷一 九六 



潘土王出 
hy 牙合1战 

瑪利悟妒 
忌西拉 

西拉柏敖 
潘土王 

瑪利悟剑 
世家 

第十三叚S共潘土國相拍連羅馬內亂其代 
@國傍黑海南邊伊國王_大提盡嫌羅馬設計駛希利尼 

共跑B^l所有SB屬■出力離其I«遗出喇吿承將I# 
▲_li蔚其g^fA八萬剖屯仪起兵，入1|__同謀其亂顯 

®議院命IS做元帥拍潘土國_悟妒忌)四5^(1家做」兀 
盹就諭百姓着揀我當者伍_1/v像就帶兵由8^1南勢至 

京她干議院將__悟央同謀其认僴:lllpk_iil就去础 
iwi齦後_帶兵光拍赢Ma;奪1!#一廟鱧其寶称仅 

拍敗_其兵二軋就入小王毛洗就共®^立」綠 
者約所定氣西1W1地东仍原歸llsm王也賠伊盡個鉱連 

海鱧其戰舭o當：_捣出兵時槪梨一一挑唆百姓圍 
京槪城裏糧絕去毛法的將城獻乞瑪SI悟莅伊將樣儆伊就入 



西拉拍赢 
餘黨 

s i p羅馬國 卷二 九A 

城任意创认奪节就创者務名聲其世〖禾共議院官最暴露I身 
R乞鷹鳥啄犬拖者時候病死主115屬收兵轉属I^ 

赢^1:^其黨幾既後着^^城外1创八千乳11:〗餘都走去,^ 

拗收復者京據出吿示嚴拿_—悟其〖€除伊完龜因此紛^ 

创死盡俩队業産也奪去>百姓其德行日日莽衰去一^院立西垴 
做尊大其頭fAk改舊底其佩將治國其權槪都歸世家百姓。所擧 

十隻其宮變毛權抵_操大權三泮奪擁优毛砮附死戋 
第十四叚BS#其戰功共其惡計，.V;, 

瑪利悟餘 
黨柏敖 

做奴才背 

主其代 

死後M^MI其黨聚集務個认落西IMi+弟地方色，^別悟做 
風者认品行端正>務勇潑謀‘帶衆认共11編兵拍赢幾囘,ftk只一 

黨中胤也務妒忌^l31!w^就剑机後因毛戰其宫就乞 
一一元帥^{SI韜敗oii^n^轉至JE'正好務奴 

' !|;1| i-^-- ■ ■1 .... IJII31 



除滅海賊 

才背主认其S馨蛰屢丰轰才攀表走去.#大 
稍南勢將關監其奴沭麗放札毛箬務七萬做，奴才其就 

立一隻勇土觀窗做藝量欲離®^轉去本,@後.0拍赢 
_岛心就高氍想剝滅顯g服伸伊其._[9其氣lasi等 

其认昧操織况且賣机放此乞®®7C帥Bt素拍也 
乞伊剖友其餘只価奴才走去上意大利至尾/£,潘皮悟合\o者 

時候務一種海脈住落小南毘近p種其賊坐纟 
船M馏海各量海口5]认奪乇害者客齓潘皮雁預備戰船 

潘土王钗 
拍羅馬 

一直至賊览拍赢各處城篆海賊就平米提随隊 

■國務奴才背奎«i就起兵去拍韻乞懂元帥魯克_ 
SIS王求伊戰_属|帮攤兵也J 

敗伊無数其丘〖欲進兵追创仇梛伊手下其兵違背怀#, 



潘皮悟柏 
M潘土王 

喀提來足 
其惡計 

i P 000 卷 

p^¥l就棄兵轉亂±lJlJsisl帶兵欲接辦SI克魯其營事者 
時候_*|提己經聚集新丘〖落一5一河愚當隈睡務二囘對陣 

乞拍既is地方失去一大$想艱難得豚就5^ 
害死只一囘交跳SB國其東界開盡大去囘頭^ 

計算得金銀無亂都收藏落國鼠osiil惟滞兵出外時俛國內 

務反亂\夕的分開結黨相爭‘務喇世家雖然務才、務氪 
其實是呆认其風趁反亂時槪共伊同帮其呆认>暗柄拍聲欲纟|^ 

幾集大鼠連燒ssg城奪治國其權桃幸的務喇口才其大官纟画 

三個认立 
相助其約 

落議院指明伊其暗謀、_«|厄就走去別國。後乞羅馬兵 
创去同謀其氣■啾入if激.定伊罪ak伊償毒死去。 

第十五pl-si^i其代. , 

_!!拍赢許価地方ik風顯紙娜幾年後務5少年其认名聲 



喀西悟陣 

該撒拍服 
苗人 

潘皮悟妒 
暴撒 

該撒其勢 
興H£ 

頂此就是不止務交戰其才藏况且博學務口才II 
/ Jdss. ,"vq;.、v^^y:.、 3、lrv i ^ ^ 

悟三個认立相助其約從此國權大半歸落 

只三個1議院就命鎭守HW^II鎭守一 
鎭守简_il故着^^1孕大亂^^^員代 

MB1II至着平胤共5®®兵交戰拍輸陣 
亡去伊勇力其仔共一大半其兵都死屯該撒帶兵至疆麵语wi 

方務幾族苗人盡軋1經過八年交戰隻g人服仪去i 
■地东拍敗許塊苗A,仪過海腰一 一囘拍敗g%島南界其苗人 

因只幾年交戰就得大名聲I4國都稱讚伊>就賣記的一劇皮悟故 

此心裏妒氩挑唆議院召_撒鞔欲除伊其兵槪務fA將 
者代通知靈1纖遞|(趕緊轉梨毛»當招 

烏共伊抵骶就走去«廠書_撒也毛追仇先至sm取國庫 

p 1瞌F羅鐘 卷二 百零一 



柏蠃幾國 

國事振興 

u、i J ,羅馬國 卷二 一百零二 

I^貨財駛Ja後去西㈤牙拍^sl手下其兵大嬴就放涵_ 

悟所立其官聽在伊避去仪將伊一大半其兵S,A洎笼其當後 
_灘羅鼠聽見調ggi落東友聚集大兵>%過槪着_ 

_城大戰其兵Iif然俩去_撒一倍一^尾乞畔一一練熟 
其兵拍大敗Jffl走去樹I!乞创去#屍擲落 

海亀瓚怀日XE洇gAI王嫌^^是因伊驚Ma後^#密王 
. r、;^Kv勿$ Vi_ I_ 

共伊姊盔幼怕他爭位_撒帶兵助_^!«!lIl^gf3、王位 
•___ V® - 'y^J<1^pf^"^c\ 

乞盔#^ffil得去S仪至潘土齓拍^i^If其讯就轉梨襯 

»>1»第11年過％至HWW共前其屬官交 
荆地苁仍原得赢後轉梨g®設立律洗治國安私施恩亩I大凡 

共本身務仇恨其礼也都赦伊其歡立者務能幹其好队管哩屬 
亂設法駛做田共做生意都興阮城裏起_廟戲樓公貺仪盡力 



乞議院官 
创去 

i二個官立 

柏赢加添 
權枘 

開大_地苁要緊駛國禮其權柄更大有時調撒典只個官設 
宴作氣獻花冠乞伊戴稱做皇^代計雖然是做客 

亂其實是試衆认其意®I只個世爵都怀歡萬因此議院務洒认 
私下定一 着院禮議事時槪创If死也務认共^光 

量勸伊莫§顧怀警遷建震m—创死。 
第十六叚(篇其代▲ , 

埋葬W撒時假^Mju'^tpji跬姐述S 一世1fA其代肩 
乞百姓氯欲激百姓其心以後共該微其钟甥^他威悟瘦雷皮 

■立紈發誓替觀報仉藉兵鑑创遞：縷一瓦世家 
議 二七故連無數其百槪那時官布调1^1悟i至 

招務個其&®1共1?1!伽阙悟帶兵.S叫抝肩亦拍1 M 
二隻官okc二隻自家就创死從此國禮權桃歸落三個乳割分顧 

囑羅馬國 卷二 S 零一一 一 



國業興el 

羅馬百姓 

馆皮督懦 
弱 

安頭足淫 

A3 P羅馬國 卷一 百零四 

馬遺«_東歸落安頭尼西歸落阿他威悟亞沸測伽其屬地歸 
落Ilglil以後因frai懦亂所有其地乞£^§奪去後勒 

w# 

頭尼管羅馬東邊大地去蔚_山大城見埃及女王盔幼惝，他 
生的紙就共伊私胤亂費錢亂淫亂毛節也因此議院憑^^ 

悟其氣革去其爵伉仪派兵船去拍伊\§1|敗隊自家 
创死女王盔幼怕池'Ijill蛇晈死自安頭尼死後羅馬國其權柄 

都歸阿他威悟511111|^22||_^大顯伊才能看待 
百姓大纖溫儀做代務次序> 仪開大地方>由西洋免_抓由上 

至5T®都是伊歡仪開者出兵其路由55城通至二十 
五氣仪開長河乞百姓便益做生鼠仪落京城重修_廟戲園宫 

败都盡作银Q_:fp坐位時槪_國百跳約畧務一萬萬 
中間其一半做奴木各省其宫一半是撤一半由議院 



派落1城外務大兵札氪防備«大_百姓做反其侃各省也 
務兵鎭守防者煞時間其代者時候H城其i耀儺算的極 

大由各國遷移至_做百她約畧務二百五十M,城墙周圍大 

六十里門三十氮城裏務幾隻大戲齓认去許裏看百般務趣其 
乇仅務大亂儺看的鬥馑鬥拳虱跳紙舞双奴才共奴才鬥九认 

共獸n力等侁城其大A務大公會一位麁裏勢安者忠臣大官 
其石像連各_赢所得其乇四圍務神廟衙sf務一座廟用古| 

銅做成臬名 M胤就是太碭神其胤憑85風俗國禮務交戰 
其化者廟門開大太平其時槪就關表因S5常常務出兵其代 

八百年中亂廟門铘關三囘M裏放務許偭大其石槪活水通者 
,If流入各處sk務喇白玉石做洗身其齓仪務許個池落高其位I 
處引水入製激伊噴起盡去好氰o _ ®T1看重文篆放此 

I f ,驚國 百零五 



4 IpcJldJ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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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 i^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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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tc ^jd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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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r/a. O^1* 

/ L k’i‘a^yu^ 

信提 
用比 
_哩 
臣悟 

决酽羅馬國 卷二 百零六 
/ 一 •0袅？M 

國內^<眞沃盛務出名做文其fA就是 
gs^lfin仪務出名做史亂就做i 

__尼謀反其代a後也務偭其文人學共糊_都 
是做史記詳細記S®國其代。 

■第十七叚85其狀自至 
4h JJSS 

t x^vtv 

提庇哩.tgiis:是亞f督王后SI®前隻唐晡其依伊昧 
登基時i帶兵共仇人交m務才情勇力欢I登基九年>行者 

好其政事以後容縱私慾亂槪信用讒臣其餘臣子一槪 
毛用伊画札努多的落皇帝面前緋謗皇帝其親風激伊可鐵以 

致#一—_其親風用藥毒死画製仪設計駛皇帝離顯馬槭 
去蔚一海氙便益安閑淫氣势着§京城掌大權椭 

任意苛虐百姓以後^i _心禮可氣命认將画連伊全 
< .a 



喀利古拉 
蒙昧無道 

革老丢接 
位 

受皇后誘 
惑 

梢M庇探 
島土人 

.足肉大做 

家都创戋ilrbii^立伊姪搔_秈S做太tf後者皇帝犯病 

Ml:^!拉挑唆伊身邊其臣乇將伊算死Ji2il_^!ffl接伖百 
姓賣曉的伊是殘亂頂歡喜尊伊做皇氘望儺脫離舊底國君苛 

虐其政幕«伊蒙昧無f呆去舊底國1IC31 lssn'li^I 
祇起I隻廟、vt祭司、擬定敬拜其禮儀If頂愛一頭艮名WI西他圖、飲认？^■去别IA.替馬做一隻餐玉II1 5其一艮1勢安象牙 

其馬槽、有時誚馬A.宮梨施來遞、g価其錢、至尾乞保城其兵刺死^^lfil死後*丘(士藉勢舉革忠、呑做皇私主後四十 
I氣伊年紀老邋懦弱毛^-v伊⑽,行淫亂:]±代、性情殘是因貪財或是因報忧或是因奸忌、誘威革^'sll^j務価 

人M尾S伊淫丢就降旨處死於後仪討伊&fem®:'^;6^1做皇后、者諸眼认以前務嫁乞队生I氣仔名論 

納做1A,爱財操權殘忍不*U干革老丢廢親生子>u£/^^JRbIT?:、就是 
立^一做傷ml毒肇靈B年該撒.^.涛積帶兵入庇探島英吉 

利拍敗土人至娘兵後ik禮认故怀服坐位時槪3元 
帥帶兵疽％§氤柏赢土人幾軋^^#|也親身至者||着島 

其東南勢ik幾族其认服屬法鼠其餘屬着^一廟王管T, 
仍原共、_«仉人紙«_差新谨沉帥共伊大鞔兵大 

蠃拿siiM王至一一做奴才o:^s接位Ms隻十七崴因 
il監f羅馬國 卷一一 百零七 



太圖破猶 
太聖城 

朋穌其預 

fw 
^ a 

4^' 
$ 

9 
// 

羅馬國 卷一 3* 

園名瞎利西恩四面築高牆裏勢儺坐的十萬认看认鬥臂鬥拳 
CA1 

頭跳架舞刃只俩其代者牆其基址妗故着禮o太圖拍猶太時 

假各處^^认已輕戋耶路撒|冷京m守逾越瓿龙―召只個兵 
圍城仪駛fA入城勸慰呌伊放去兵器服羅馬管就的的施恩厚 

^)x lyx> Vi^^a/d^i^h^p^^J.^fi^^tyu^^f 
^ ... - —^i I Il<tI h - > ^ k >_I r I I * ‘IkA ^ k 

特伊猶ifA怀肯聽决辑§保城雜聖殿毛箬附糧盡去城裏 
大亂齊相奪像甚至fA也償fAfA死毛擔當埋葬儒將身屍槨落 

城外有時太圖環者城4m身if.沙！#講 
攝纖見霉聾gis兵醫薇養 

城拆聖赕拿盡個fA做奴才只一囘交戳创MfA一百萬零II 
七十 

年 前年猶太认將耶穌帶至羅馬總督彼拉多面前干伊定耶穌 
t ) 

死罪總督確實曉的伊毛罪就獲水洗手講创者義人怀是我其 
氟汝各1A自家擔竄衆百姓應_创者认其歡都歸落我各仇連 

II — ！ _ ■! ■: 



蠢島土 
人受教化 

太圖接位 

城霞 

我仔孫其身上$l?llleT當日耶穌務預言■時候刹至汝认其 
I ki ^ 

仇齓刹築土溉四面環繞圍汝各认連创汝共汝其男女仔毛留 
一塊石重落石面上因汝賣曉的主照顧汝其日子fi?ls〗lu可 

見上帝憑_认其惡說將者创耶§&«歸各认身上重罰只 
一國其队o只塊以後B1M潜！落^一氤f服I^族 

土人落北方砌者長壤防f,_斷山地凶惡其土人_,圭刚—拉 
用好其政篆改換SS呆其風俗駛伊服羅馬其教化學伊其話 

i文署纖队約畧四百■1葡其潘ppt 
1死敗伊仔^一接他IS細腻守咿郞能好其政事料哩國 

ills 

砍連石鎔其漿流出偎傍山其二座城就是_,1|拉尼恩共,if培 

例近來一百年中既務认掘胤得只二城其古脈共務個家私因 
,-! 一百十一 
be^s f 



7幺 

斗米一一岸 

尼耳法行 
好其政事 

他扎努開 
大地方 

起高塔 

羅馬國 卷 一百十二 
,.y^TU4J2^ 

將換曉的羅馬當時其光景◦太圖坐位二年死去伊弟斗米西 
閩接俛隻坐位時慨假做務德籽其樣巧毛箬附大行苛 

H:、上^.>接生^tn^^f絨皖潑牺苜乞认氣皇帝都毛判明菇非、就剑伊、仅駛认m自家:!tm.乞衆1A邦伊做神、 
JN庄_ s t者m': I栖.劉為耶fS仏、1T'肯難、就則伊幾千代樂位+丑^:伊鳥后偶rII:^扒 

其單務載自家其扎就私下駛扒涂#^!&院將伊:11:1,,^^-:|^^ 

養,綱S、都塗去、仅S處石象刻伊氣盡行雪、C斗米®溝受台^來_|£"1>]尸 

哩 
定 
耳法做皇帝伊行好其政事自家揀他札努做朁代其國 

L j:、、4 i 

國政尼耳法坐位十六個月日死去他札#|接位M$!你« 

憑律佩料哩政事6:後果然顯明伊其專 11 
dop I 

帶大兵至多1河 

北邊拍敗大西阿族PM 

一一溉連別龙«職贿新_供_波大#邊 
nnNMNn^^u;K〈-!b-vj- b//『lu:".. : J ^ -^1 

slibiSI城 
:歸羅馬管 

仪預備船落flgM-M^以致波斯海腋至亞喇伯土胶一大 

半其胤也歸姊駚认落國阢鋪亂開出海0,駛生意 
便益客商興既着S5城修哩公所#;肩胤仪起喇高碑記交戰 



黑第安好 
其國政 

安頭足努 
S國政 

其功歡者碑連座高十三丈二兄是獲二十四大塊白玉石起其 
> 

上勢務古銅鑄®#l其像高二丈五尺後教皇第五西克圖將 
者像換_«;至怜者碑故着治齓雖然務好其政事 

可惜毛禁止者迫害耶穌教其忧坐位二十年死屯繃Ms軍兵擧 
主後 ”伊怀欲交靴就共別國立約相和毛拍裁去兵 黑第安接j 十七年'■- 

紙減去錢糧改正律佩看重學問技十三年許M常常巡環各 
氣除暴安鼠修哩公所廟宇伊坐位時候猶太伙仪反就派兵去 

批交戰三％剖认約畧五十萬耶路撒冷乞兵拆去以後猶 
i;!认散去一賈再成做國slml劍都毛阻止者迫害猶太认共耶穌 

教其化伊治亂雖然務好其政事梛有時或是.河凝蘇从或是存 
Jlft J' 

報仉其心就用者霸道處治黑fI安選擧太圖安領尼鸾徽顧1一 

其國乳flli^M甩紉接伖將伊諸娘仔配乞利悟仪 

一轉每，里瞌 羅馬國 卷二 百十三 



奥利利悟 
柏赢苗兵 

勢典徳衰 

P羅馬國 卷二 S十四 

用伊帮哩國政安頭尼努盡儺治國防備交戰駛國平靜二十年 
許眼多的行好其政事「?!?i^l__接值學前隻涵君治齓顯 

伊才德雖然怀欲交軋仪儺蹺的防備別國拍伊felk_m着劍 
_眇擾幾氓至尾乞as兵逐出境東北邊務53幾,f入 

梨抵動刀兵五^^稀_親身出跑帶兵交戰ltilf^^ 
其瓦差不^s死、正正好當者危險時候忽然間烏雲大起、雨逷盡火、ir務電火燒仇敵其聲I'人大亂、一^兵得水止渴U'趁忧 

@亂時候i4離山路、输者代#1\因砮鳢涣幾千信耶稣其兵•或扒講€1■兵將換得救因營中畊祕上.帝、紫伊保籤故此 
勸稱信耶穌與興做雷丘)仅怀乞叭迫逐^5 . C]h1 JL 

耶穌氣至_ I百八t勤.觀死t O羅馬口\八十年中mE務好is國君治國 
落各城百姓起作佳其盾>官府修理出兵其職通過各氣河上多 

的造石檻伊大工檻至伶古跡故着臘士農工商都興既挪可惜 
认旣然富见就看重者儀充心德漸漸衰東以致貪償宴柴失伊 

剛強其心恭當時務认做詩做龜責備者呆其風俗郇认其性就 
像開江齓一流落就賣囘虱者呆其光景也算是滅亡其讖兆。 



(c 

*7 y. 

% ，'、 
cj /^bc^it t^cttA 

•/fc 

h/:;;如利阿努 
⑽以⑺心：用銀得位 

r6V/- /.( 

& ::三雙官爭 
/ f- , o二'r、位 

培提鈉斯 
因義受害 

堪莫度多 
的行虐政 

yy 

第十九叚羅馬國其代自堪莫度至代歐盔西安 

其仔接郞龍其体sr三年用郞罷妤其臣乇 
行妤其政事> 惜伊做认懦亂後乞所愛其臣子誘跷怠慢國现 

多的行苛虐其化 趕緊避伊刺客其話驚赫伊其心駛伊頂嫌輿锇院1報仇常常務呆认翘告官員堪莫度 

毛辨鼻假就剑去伊平岽盡欲尉箭擲鎗、H夫出1或是落戯I駛1A放成百頭其■出梨、四面莽臂莽I幾萬百姓、環禮眷皇帝 

射一百條箭、百骰百4-成落戯塲共认做勝務偭回创者共伊R力其1^伊起頭所爱其妃聽見剝剖伊、就喑喑駛 

oitllliti時恍議院擧一隻尊貴其^w^l1;斯做皇 

那峙候務iA暗弧叫刺客-51]沉刺客至堪莫度饰前、拔刀就講議院駛我掏若刀乞；一 

认毒死伊就rl/t主 
後一百九十三& 

氘伊曉的做國君艱難責任盡氬怀欲接者位娜議院求懇伊想 
怀該當辭就接¥出力整賴國家其化毛箬"5保城其丘〖相議論 

亂務者公義其皇氘放毛拿務霸道其皇一低我各认放儺多得錢 
尤尤郭尹—保城‘靜德啷落屬渴乞我1鉍氣S伊做皇11隻當足 

貝合令伊r其談院昏肢底悟知乎奸勢年紀依了、做仏貪者名共位就獲七百餘萬 
其鈒汔祇r-進—i分八佰丽、.救泚舉#撇：邊院官共百姓都看輕者:IfJ^_:u.(lf.也怀當篇七聲、脐務一一It 

大宫、共S如利阿trnc^sii4;,l兀；一 隻是¥&其元,奈¥-11 f帥!^»[5^ 洪5 

B城相忠就光轉屯百姓尊伊做皇t你城:Jt丘、(毛敢共.伊交戰、就槩家私€11'偉入就駛保城輿兵分散毛讅院官就廢如利阿努 

U ryk _ 羅馬國 卷一 百十五 



色惮A行 
好其政事 

巴西阿努 
洤亂無逍 

色偉A勸 
緊政事 

瑪西麥努 
暴虐不仁 

羅馬國 卷二 百十丄C 

皇帝允；位定伊死Irr'II个：位六十五U色偉入共只一 it交戰大得蠃色淖入雅然獲詭計得皇帝-«位渴治阈顯伊智慧行者好 

其政眾坐位十八年死落蚍探^是主後二百十一年以後歧拉喀拉共瑪盔努前後接位都乞兵剖去立喀拉喀拉叶堂弟巴B 

徵做 

皇帝 巴四阿努坐位隻十四歲伊憑叙利亞拜_其规矩獲太陽 
做脉以前已經務认立ajli:—努做太陽神其祭司鼠一澤_ 

京狨就命认起太陽神其胤千只偭臣乇去廟鱧獻祭‘自稱做W 

1因伊愚蠢奢氧淫亂無嚴兵洪浪姓都您机伊祖 
母想伊的的失俛就趁機會勸伊立堂弟傲接 

替其國鼠伊就憑者話去规f箬附果然乞保城其兵创先拖伊 
身屍過顯Ml街中#落± 15W只偭其兵立^:AI做皇 

氘坐位時候隻十七氣勤緊料理政事減去者税仪興議院其權 
槪河滯淬擔當挽囘衰微其光氛屢次，務兵擾亂f 11 i元帥 

帶兵反起创 ^2^ 自家做皇 ^IS^IIJISII^I 峻恥族其认娘奶是阿拉奈Mit认者认 

漢最盡队故勇去別仏、起頭做_:Jr營兵、漸漸萵陞、後做元帥、至坐位以後、廢去^院淇權柄、火凡前铵皇帝其親友、都创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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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CXAW 
lii 底西悟做 

帝 
做帝 

伊米來阿 
努做帝 

«利來阿 
努做皇帝 

外敵A梨 
拍 

斐利來阿 
努受凌辱 

MI;lllIoul^ 
5,共§族其认交戰陣七元帥噯魯接位只J 一 君坐位 

時鼠耶穌教其认大受迫身時候議曝☆一^河入梨 
紙_魯懦麻毛擔當料哩營幕務喇配米西#一省其總 

嘗^^瓣_起兵逐苗人出氣拍赢以後F其兵就舉伊做JM 
齡_乞隨身其親兵创去一一 jp月日後也乞兵创 

主§§其兵擧總督劍做皇氣fili者國君務才能J 
九PIR措11國像认病盡懷雖然務出M其®也毛擔？!^ 

着 liwl^lp 務臣子做瓦 J#lw^^jA^sf 
:ib界妙隱播喇苗,A5S®沉IA??尼境 

f(各據仪務_波■-§帝撒衰却入l.m拍|£利>來阿努 
親身帶大兵去抵齓就乞撒顧斯拍既拿至SS做囚犯盡苛虐 



歐底那圖 
兵贏波斯 

嘎利汧努 
做仏懦弱 

革老丢柏 
崴苗人 

奧利利阿 
努做皇帝 

羅馬國 卷I 百十八 

看待伊‘甚至用伊做上馬其石汉後命认剝去伊其皮®4乇溺入 
4^ 一 &玫®^#±、已t^I!;«il地方務大蟛柽去富心剛叫^"王営挫者城連如® 圮一戈Nr-^^\个丌J4a贺地.1'然"11±.向來蒙■篆■見翻耳扣敗㈣蔓(心奚 

I就備辧頂厚Jtfs物、差刚户掏去；达何、_sl命认將者禮物齓^一吣囘信鼠汝着背綁汝其毛梨跪我胶下求lt;笕滅 
去汝應當受淇刑钆歐^!^1得若奔信1'緊帶一总其瓦深人忧敵地方、趁伊毛預備、拍敗15全營其丘(失去淇地方收轉大 

气甚 f ) v,Icvn^3—！ V. ’， h :- 

sT斐秈來阿努拿去以後伊仔111利伊努接位做认懦弱坐I5 

時候約畧務二十认稱帝*k爭國¥中間毛一隻认好^1¥倒 
喇出名元帥接 ±後二百 努坐位九年乞认创祗$$ 

位親身帶大兵共@連凡大洛苗族交戰差不多將苗嚷三+ 

二萬滅完以後患瘟疫死参翻大河其杲擧屬一一屬嗍 
皇氣$i^i者國君拍敗SS苗人廣拱喷立約收丘〖％將侧 

渤苗人拍出SS界他那時候已經死去孓咿娘奶藤 
釋_接伉共ii浙！^相.其_廢去起大旧 

入拍敗__除6§1^其槪將@f_ffl亞帶至扉 



他•西圖做 

皇帝 

昔婁布柏 
敢苗族 

喀A得帝 

代歐盔西 

安做皇帝 

伊是明君 

、分地治國 

_以後下武官暗柄创東i'iligll^ss 
行、定出幾條好與律法If興起議莸m權柄說一時務§大兵、落海腰防守、i是防備®若國君f身至營禮因.¥ 

老力衰、勞心恰賢費個兵就fl爾養布做皇皆皇帝屢次！^兵拍敗北方星剑務®、千馬认至太啤就用兵做、官X. 

有待天a4fA落田池開氮就務水便益做抵，丘?§火紙111受苛刻做X,就齊受氣起梨.削者皇帝、只個兵JIC?A^?摘 
鞭0=S^^Tr.苗拖a入®拍嬴价追.s!i¥ii?pr.後^^着帳一房1乞電氣拍死只偭其兵就舉伊二隻说努米利阿 

iiiIrlf軍兵就揀siwi接伉起j 

共伊交戰剝赢時條伊屬下其官因以前共伊務仉氰就謀害讥 
從此伊其兵也服做皇氣伊務智慧道魏_澡85 

一隻明乾坐位二十東治國務决斷因地廣風就.伊朋友勝風 
帮现^p^ia^l着小立览叩漱藤配做京槪管羅一 

|周東半大胤稱做£管幾位扁大地方 
乘釔着^一北界內盔城做京警85良¥大槪#1 

1^115做副晃稱做gS管幾位處大地^雖然管自家其 
I池仍原尊傲風庇探島務官做瓦拍十 



耶穌教受 
迫逐 

-L-lpli A3 
,羅馬國 卷二 jknll 十 

年許lm漬一t靜着亞非利加務幾.啦處屬地乞附近其苗人拍至 
lalFi®拍退苗人後^^_共_^'#帶兵拍_ 

撕ai兵毛當防偷暝刼m拍大赢 13&M河東m一 
I大叚其胤就歸n治國務出名>娜可惜迫害耶 
I穌敫因SI利gm嫌者旣剝想盡行除賊就激代SSHI免降 

¥,駛认去各處拆會堂‘燒聖經百官中間奉者教其也參主從此 
|耶穌門生無数受％也務槨乞野獸俛火燒勒死鐵鈎鈎死八年 

後病重臨終時假降旨准教會其认任意拜主可見主 
所立其教會认賣除的去cii 〆一 

第二十叚 SS 國自 至ilnilaIIIm!閤 
@1|®在位二十年一譏位乞il籼一^^一^同時讓位 

乞搪悟、伊第二年病死軍兵就帮助伊仔！1提尼做 



堪斯灘提 
黾出兵治 
皇氘11^I用兵務勇務氣治國盡智m毛箬桁拍敗者共伊爭位 

性錢勢興 

其认獨掌大權伊娘奶利那是奉耶穌教堪斯灘提風也保護 
者敫禁止一切迫害其化至臨終時槪隻受洗禮入齔狐伊做认 

多的行殘1或是將拿梨其仇人槨乞野獸俛或是可疑伊其王 
乱連斯文其I務贈謀其4害伊仔死I且連累務偭认> 見伊 

少的受聖道减北放f拿耶穌眞其門生務通鱗fA湛& 

i 
i 

I ’一 
，、-rl 

Ac /rc 

3-/^ 

據II搬京城落®T一提恩城改名堪思灘就是君士旦丁改換 
饥獨操權槪藉權行事儺駛國家其代興起IIpf;tl臨終其時 

分地治國|概將國乞伊三個仔二個抵分地管風毛箬附只五隻齊起相氛 

務十六年許眼第二灘S隻將仇人拍敗‘獨掌大槪立伊 
- 'i.二、、/ •>、二 / kpiM^r/ I 7TK 

堂弟識—利安做副其稱做_撒管ls@大地諸利安手下其1^ 
擧伊做皇氘因此悟共1S齊起兵交戰那時候堪 

萏爵&監：■羅馬國 卷二 臼 



殿命 

譜利安得 

n乘耶穌 

再起聖 

-柏波斯 

P 羅馬國 卷二 百二一 一 

一思_提悟病死通國都算諸利安做皇帝¥lil者國君大務治國 
其|.^__懶慌擧好认除呆乳秉公料哩國跣嚴緊整頓軍4\盡 

M希利厄文家仪歡喜古早拜神其li,嫌耶穌其遙著書辯鼠是 
欲阻止耶穌教興既仅振興國中拜神其尊^^_^^八曾命 

改務俩位處廟巧做耶穌教堂駛教會其认賠紙仍原 
落務個位處修哩廟芊務一囘M劁用牯牛一百風着太陽神 

面前獻绕雖然務降旨怀准认迫害耶穌教其仇只俩官良仍原 
莽容百姓凌辱讥識SI安仪諭散蔚天下其g^IA,都轉去本a 

I#起聖既是欲駿一^认興趑阻止耶穌敫者諭一軋各處其麵 
太认闘快轉亂赶緊興工富其认用銀製造家私鋤者地基樂意 

用綢緞運者土鉱查史記所載鋤地基時假忽然間地定甄仪務 
旋螺風火毯自地禮趑认都大驚工就煞去?1||_劍親身去 



帝約 

S安得 

IE-迚提尼 
岸做帝 

二蠢帝 
分地治國 

拍皇帝駛认求秕__對梨其使者！I汝轉去見I^ 

主歐我毛箬附親身至伊朝廷再相氧學將換赶緊起采疽入测 
k n~ —-IIIIJ 

測內胤怀存意乞奸細引入別路兵毛乇償諸利安毛法退兵波 
_兵着後斗^務一口 ㈡一陣其兵交戰^^丘(挪刀傷諸利安至 

I / Vi i IF k 

限晡死去d一s只個兵立®g[做皇帝就共波斯國立約收兵 
將一iga河東邊五位處大地連米所，波大米全地讓乞波斯約 

RVi vt u 

s轉至阿時候將薄待耶穌教其律法廢去務一.日认見 
T(J * *「 # _K__ 

伊死落牀上政的的乞炭氣掬死只!^_帶領A衞長斐連提 

‘ 者國君立伊兄弟_^§傲副基將國分做』 
厂、is」a, _I_I 

主後三百i 尼岸做皇帝？I _ 

用起城着斓難管哩85西方大地^^斯管東邊 
自只塊85國就分做東西二國 

第二十一叚®®國內耶穌教漸漸興起其代 

111 羅馬國 卷i 百二 



各國敬拜 
邪神 

仁徳日W 

袞去 

耶穌降生 

耶穌K活 

P 羅馬國 卷二 一百二四 

以上大畧講SS國是由一小践發業落太_s河亀漸漸興起 
U3C喇務權柄頂大其齓四方列國居多歸伊管下、諭只偭軋除_ 

为以他毛一國敬造化萬物其主各國都務神吼想伊儺保護本 
亂甚至各城各處都務施故此起胤塑像築‘行拜神其鐵究竟| 

各國fA其德ffk賣見加墘強暴其賣變茛亀歪邪其賣變端见殘 
忍其賣變慈悲‘汚穢其賣變淸鼠當只幾百年中亂常常務名望 
|其认興起獲好其遒理教I朋明責備者呆其風俗可惜认其德 

I抒日日莽呆54^__在位三十芊耶穌基督降生落猶 

太國該撒太比利悟在位十九年耶穌釘落十字架猶太其宫府 
厭棄耶穌Ik伊所講其氣共伊私心賣八£仪因伊責備各认假冒 

傲妬都望耶穌死像伊其道儺煞東娜毛箬限門生揚傳耶穌仪 
活其化就務個认傜受洗禮入貪門生仪去四處傳氣勸认悔氟 



其迫 
綠害 
由敎 

敬眞±,信奉耶穌是贖罪其救主就應許认死後的的得永生三 
百年中亂耶穌教着屢次受皇帝官府百姓迫蕙郇門生> 

甘願死怀肯棄主其邋教會雖然受迫亀奉道其认數日日加壏 
耶穌門生是謹守聖邋逃避當時呆其風俗做淸廉端正仁德其 

I或认僴耶穌教其1A,旣然務將換好其^1伃將其屢次受迫害 
呢應亂我教屢次受迫害務二件緣槪一他因耶缉〖教其认满巧 

傳_該當拜一隻上氣以外各國所敬其都是邪神认該當棄主I 

歸奉眞屯认聽將換講職想者教娜興赴先代所守拜神其蓝的| 

的滅芄就生怨恨其4二侁因耶穌門生是獲好其德权直直講一 
认其亂務认看者模m聽者好m就受威動悔氟也務—HA怀肯悔 

既B欲世間快漀單到生妒忌其心>1日耶穌責備猶^仇伊就 
生怨悅因此耶穌其門生落各國各代一貝備认其鄭共救主一 m 

f 一 百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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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认悔取務偭认怀肯受責備i4生嫌恨其、foia,掘勝在 
1時槪用國家銀錢‘修哩舊會堂、或起新會氣或將神廟改做會 

氬仪降旨駛百姓每七日守安氳各處務耶穌其門生勸仇着離 

认手所做其偶鼠專心拜天上創造认乇其上氘由將換看起歎 
雖然務jfA阻止教會也務上帝保誕駛國中齓拜邪神呆其風| 

俗都敗去>務信主其乳見主駛成做大Elf務洒國都歸伊|官 
T,就曉的主特意駛眞道傳遍大軋正像獲一濡仔其既放落麪 

粉中si駛全團發起 I 

I國通鑑卷二務 










